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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沥青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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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道路沥青消费量：

改性沥青供应量：占在道路沥青总量比例近年已增至近20%。特别是近三年，改性沥青年

 均消费量预计均在300万吨以上，未来仍有上涨趋势。
普通沥青供应量：近年比例下降，目前主要有中石化的济南炼厂、洛阳石化等炼厂在生产。
重交沥青供应量：在道路沥青总消费量中，所占比例近些年基本稳定在76-79%。



一、中国沥青消费量及十二五展望

www.baiinfo.com

1.3各区域沥青需求量：

近年来我国公路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从行政区划分布看，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的不平

 衡，公路发展在各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总的来看，东部地区公路密度较大，高等级

 公路的比例较高，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其相应的沥青需求量占总需求量的比重

 大。随着国家十二五规划对公路建设的大力投入，为逐步实现我国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总体

 战略目标，公路建设明显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十二五期间西北、西南及中部地区沥

 青需求量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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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国公路建设投资：
十一五期间到现在，全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额及全国

 
公路建设投资额，历年逐年增加，其中公路建设投资

 
额，2010年环比增长18.8%，2011年环比增长9.7%，

 
2012年环比增长0.9% 。

2012年全国完成公路水路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4512亿

 
元，比上年增长0.3%，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9%。

 
分地区看，西部地区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400亿

 
元，所占比重为37.2%，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东、

 
中部地区分别完成投资5479亿元、3633亿元，所占比

 
重分别为37.8%和25.0%。

2012年全国完成公路建设投资12714亿元，比上年增

 
长0.9%。其中，高速公路建设完成投资7238亿元，下

 
降2.5%。国省道改造完成投资2575.33亿元，增长

 
5.9%。

2012年全年公路建设到位资金11125亿元，与投资完

 
成额相比，资金到位率为87.5%。到位资金中，上年

 
末结余资金占3.0%，国家预算内资金占1.8%，车购税

 
占17.0%，国内贷款占36.4%，利用外资占0.4%，地方

 
自筹占33.0%，企事业单位资金占6.8%，其他资金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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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公路通车里程：

二级及以上公路通车总里程二级及以上公路通车总里程

交通数据显示：2012年底，中国公路总里程达423.75万公里，比上年末增加13.11万公里。
全国等级公路里程360.96万公里，比上年末增加15.60万公里。等级公路占公路总里程的85.2%，提高

 1.1个百分点。其中，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50.19万公里，增加2.83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11.8%，

 提高0.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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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新增里程及通车总里程高速公路新增里程及通车总里程

1.5中国公路通车里程：

近年，中国高速公路建设保持较快速度发展，高速公路年均新增通车里程由2007-2009年间的6000-

 8000公里，增至2010-2012年间的9000-11000公里左右。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9.62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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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十二五”公路建设：

地区
2010年

 通车里

 程

2011年

 通车里

 程

2012年

 通车里

 程

十二五

 期间通

 车里程

 增加

2015年

 通车里

 程

2013-

 2015年

 通车里

 程总增

 加数

2013-

 2015年

 通车里

 程年均

 增加

华北 11578 13638 15215 9967 21545 6330 2110 

东北 7606 9258 10520 6394 14000 3480 1160 

华东 20889 22064 24698 10387 31276 6578 2193 

华中 11076 11851 14031 9866 20942 6911 2304 

华南 8073 8463 9633 5600 13673 4040 1347 

西南 8679 9816 11938 10082 18900 6962 2321 

西北 8043 10096 13765 10962 19005 5240 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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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格回顾
沥青现货价格—定价权：

三大集团占据供应量的80%以上，对价格有绝对话语权；

中石油和中石化都实行统销，有较强的价格话语权；中石化的常规调价周期为每月三

 旬，中石油在月中和月底定价，其他炼厂都有可能跟进；价格调整幅度一般在50-100元/

 吨，个别资源紧张时或达150元/吨；
沥青价格变化相对不频繁。

影响沥青价格的因素：成本+需求
沥青市场的终端需求，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固定资产投资影响基建，并直接影响沥青

 需求【已经在第一部分中讲过】；
沥青价格大趋势上跟随原油价格波动，但终端需求的季节性及政策性变化使沥青价格

 波动幅度滞后于原油价格。在理论盈亏平衡点值得注意，因为在这个点，炼厂可能会调整

 沥青供应量。
近两年，对沥青价格有较大影响的因素还有焦化料市场需求。

沥青现货价格波动规律：12月-4月上涨，年中下跌，年底再上涨；2013年年初价

 格较早出现回落。
另外，国产沥青与进口沥青价格方面：国产沥青份额占主导，价格波动先于进口沥

 青，一般国产沥青涨价时价格会高于进口沥青；近两年来，进口沥青完税价格大部分时间

 高于国产沥青价格；进口沥青的高溢价主要源于融资成本较低以及业主的使用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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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重交沥青出厂价格对比图国产重交沥青出厂价格对比图

2011年国产重交沥青价格变化：2010年的冬储价在4000-4150（布伦特油在85-95），2011年初沥青

 价格持续上涨，到5月份达年内 高点5000，之后开始震荡下跌，10-11月价格为年内 低，北方

 4250-4350，南方4600左右，出现南北资源倒流，之后价格开始走高。
2012年国产重交沥青价格变化：2011年的冬储价在4500-4600（布伦特油在110左右），国产重交沥

 青价格2012年初持续上涨，至4月份5000-5150，5-7月期间价格回落至4700-4900，9月份反弹至

 5000-5150，10月后价格开始下跌，11-12月继续小幅回落至4600-4700。
2013年国产重交沥青价格变化：2012年的冬储价在4600-4700，一季度涨至4800-4900，二季度回落

 至4600-4700。

二、价格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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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燃料油、沥青价格对比图原油、燃料油、沥青价格对比图

原油、燃料油和沥青价格走势基本保持一致。
沥青：沥青价格与原油价格走势基本保持一致，但2013年沥青价格相对原油震荡的跌势

 比，价格较为抗跌。
沥青与燃料油：2012年沥青市场刚性需求支撑沥青价格多数时间高于燃料油，炼厂生产

 沥青的积极性高于2011年，特别是四季度沥青与燃料油价差达30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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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3年原油及沥青价格对比图2005-2013年原油及沥青价格对比图

近10年来，国际油价从2001年的25美元/桶一度飞涨至2008年年中的145美元/桶，2009年持续

 跌至50美元后反弹至70美元，2010年在80-90美元，2011-2012年在110美元，2013年一季度在110-

 120，二季度在100-105左右。
原油作为战略性能源其价格出现这种大幅度的上涨，给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带来较大影

 响，同时给沥青价格的上涨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在近年国内沥青需求大幅增加的支撑下，在原

 油价格持续上涨的压力下，国内重交沥青从2001年的1000元/吨，涨至近两年的5000元/吨。

二、价格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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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与沥青价格对比图原油与沥青价格对比图

原油：2013年布伦特原油价格波动幅度较2012年缩窄，价格保持在110美元/桶上下波动。
沥青：由于沥青市场的刚性需求支撑，2012-2013年沥青价格相对原油，价格较为抗跌。

二、价格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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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沥青厂理论盈亏分析中国沥青厂理论盈亏分析

沥青厂理论盈亏分析：2011-2013年原油基本在110美元上下，国内沥青厂炼油理论上亏

 损时间较多。2013年二季度原油价格持续下滑，虽然沥青及柴油等产品价格也在下跌，

 但沥青厂理论上还是转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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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焦化料与重交沥青价格对比图山东焦化料与重交沥青价格对比图

二、价格回顾

自2011年四季度到现在这两年，对沥青价格有较大影响的因素，还有焦化市场，因为有相当一部
分的低硫高标号沥青分流到了焦化市场。
由于目前沥青加工主要采用直流工艺，炼厂沥青和焦化料交替生产，厂家可以通过转产燃料油，
或进行二次、三次深加工规避市场风险，退出沥青市场。灵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沥青和焦化料
价格维持大致相同的走势。另外，焦化料对于沥青资源的分流及价格的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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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沥青供应结构比2012年中国沥青供应结构比

2012年中国沥青供应量：中石油产量668万吨，市场份额占31%；中石化产量584

 万吨，市场份额占28%；中海油产量284万吨，市场份额占13%；地炼产量326万

 吨，市场份额占15%；进口沥青273万吨，市场份额占13%。

2008-2012年中国沥青供应量对比图2008-2012年中国沥青供应量对比图

3.1 市场供应格局：



三、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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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内沥青产能及装置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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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内沥青产能及装置开工率

目前中国有沥青厂家约

 70家左右，石油沥青年产能

 在3600万吨以上，其中重交

 沥青年产能在3300万吨以上。
按省份：山东省年产能

 第一名，在1100万吨以上，

 占总产能30%，第二为辽宁

 省，产能在600万吨左右，

 占总产能的17%，其次为广

 东省和江苏省，产能份额都

 在13%左右。
按地区：华东地区产能

 份额53%，总产能在1100万

 吨以上，其次是东北和华

 南，份额为17%和13%。
按集团：中石油、中石

 化、中海油、地炼产能分别

 占产能的24%、23%、17%、

 36%。
由于目前国内沥青产能完全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沥青行

 业产能过剩，装置开工率仅在50%-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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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产量~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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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产量~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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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市场

3.3 产量~地区

分地区产量：
2012年按地区产量排名：华东第1，产量861万吨；东北第2，产量318万吨；华南第

 3，产量282万吨，西北第4，产量209万吨；华北、华中、西南分别为第5、6、7名。
华中、华南均增长40%，华东增17%，西北增14%，东北增12%，西南和华北同比分别下

 跌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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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市场

3.3 产量~省份

分省份产量：
2012年按省份产量排名：第1江苏产量348万吨；第2辽宁产量319万吨；第3山东产量

 293万吨，第4广东产量283万吨，第5浙江产量15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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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市场

3.3 产量~集团/炼厂

分集团产量：
2012年，三大集团及地炼沥青产量均有

 不同幅度的增加，其中中石油总产量超过

 650万吨，同比增长12%，市场份额占36%；

 中石化市场份额占31%，同比增长9%；中海

 油产量同比增长21%；地炼产量同比大增

 38%，其中福建联合石化、山东阳光及辽通

 化工等做出了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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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市场

3.3 产量~集团/炼厂
主要炼厂产量：
I.2012年沥青总产量突破100万吨的有3家，分别为辽河石化、中油高富、镇海炼化。由于

 西南市场尤其云、贵、川以及湖南、江西等省份道路施工项目较多，终端需求较有保障，

 中油高富全年沥青产量达115万吨，同比上涨47%。镇海炼化则由于原油配置及厂家产品规

 划问题，沥青总供应量101万吨，同比下滑20%。
II.金陵石化全年总产量77万吨，十大沥青厂中同比涨幅 大，达90%，一方面由于2012年

 沥青价格屡创新高，生产沥青经济性较好，另一方面是川渝地区等地区沥青需求量较大，

 也支撑了炼厂出货。西安石化沥青总产量73万吨，同比增加48%，克石化因装置停产检修

 沥青产量减少，而甘肃、宁夏等省份需求持续旺盛，西安石化沥青供应量增加。
III.2012年1、2月份中海滨州主产200#沥青，11、12月110#与200#沥青交替生产，其全年

 重交沥青产量高达74万吨，同比增加30%，不过据测算约有20%-30%的重交沥青用于焦化需

 求，由于第一、四季度焦化市场行情火爆，焦化料价格一度突破6000元/吨，对沥青资源

 分流显著。
IV.十大沥青厂产量：中石油：4家，456万吨，占49%；中石化：4家，319万吨，占34%；

 中海油：1家，占9%。；地炼：1家，占8%。2012年产量超过100万吨的厂家有3家：分别为

 辽河石化、中油高富及镇海炼化。金陵石化、中化弘润、西安石化沥青产量同比也有较大

 幅度的的增加。



www.baiinfo.com

3.3 产量~ 集团/炼厂~中国十大沥青厂
2012年 省

 份
性质 沥青厂 2012年

结构

 比%
2011年

结构

 比%
同比涨

 跌
同比

 %

2011年

排名 排名

1 辽宁 中石油 辽河石化 177.16 10 181.6 11 -4.44 -2 1

2 广东 中石油 中油高富 114.5 6 78 5 36.5 47 4

3 浙江 中石化 镇海炼化 101.33 5 126.5 8 -25.17 -20 2

4 新疆 中石油 克石化 93.7 5 94.02 6 -0.32 0 3

5 江苏 中石化 金陵石化 77.3 4 40.6 3 36.7 90 15

6 广东 中石化 茂名石化 74.1 4 71.1 4 3 4 5

7 山东 中海油 中海滨州 73.88 4 56.71 4 17.17 30 10

8 陕西 中石化 西安石化 72.9 4 49.1 3 23.8 48 12

9 江苏 中石油 阿尔法 72.9 4 67.45 4 5.45 8 7

10 江苏 中海油 中海泰州 69 4 69.07 4 -0.07 0 6

以上十大炼厂沥青产量合计 926.77 50 834.15 52 92.62 11 —

以上占总量% 50% — 52% — — — —

其他炼厂产量合计 935.19 50 768.96 48 166.23 22 —

全国炼厂沥青产量合计 1861.96 100 1603.11 100 258.85 16 —

三、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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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产量~中国沥青厂分布图

三、中国市场



中油高富

温州中油

阿尔法

★西北销售公司

★东北销售公司

★华北销售公司

★华南销售公司

中油秦皇岛

★华东销售公司

3.4 中石油

三、中国市场

★西南销售公司

克石化

辽河石化

中石油燃料油有限责任公司

中油兴能

中石油燃料油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石油下属全资子公司，成立于1997年1月，负责中

 
国石油沥青产品的销售业务。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沥青、燃料油加

 
工和销售为主线，以三座大型油库为依托，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为增长点，将公司建

 
设成为以沥青、燃料油为主、其它炼油小产品为辅的生产、销售专业化公司。

★华中销售公司

www.bai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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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石油

省份 炼厂 沥青型号 沥青产能 2011年沥青产量 2012年沥青产量 单位

新疆 克石化 70#,90#,110#,A级 100 94 94 万吨

辽宁 辽河石化 70#,90#,110#,A级 200 182 177 万吨

辽宁 盘锦北燃 90#,110#,A级 175 25 58 万吨

河北 中油秦皇岛 70#,90#,A级 70 61 60 万吨

浙江 温州中油 70#,90#,A级 70 47 52 万吨

江苏 中油兴能 70#,90#,A级 50 42 37 万吨

江苏 阿尔法 70#,90#,A级 90 67 73 万吨

广东 中油高富 70#,90#,A级；50#A级 140 78 115 万吨

三、中国市场

中石油：下属沥青厂：中石油2个+中燃油4个，共6个

 

(不含盘锦北燃厂和阿尔法，这2个炼厂不属于

 中石油及中燃油公司，但原油由中燃油统一配置，其中阿尔法由中燃油华中公司销售。)。8个炼厂沥

 青总产能895万吨。沥青品牌为“昆仑牌”，由中燃油公司统一销售，下属有西北、东北、华北、华

 中、华东、华南及西南7个大区销售公司，其重交沥青均为A级重交沥青。

 

另外，辽河石化沥青产

 量，近年为国内排名第一，部分沥青会用作焦化原料。



镇海炼化

北海炼化

济南炼厂

广州石化

上海石化

齐鲁石化

西安石化

塔河石化

金陵石化
洛阳石化

九江石化

荆门石化

三、中国市场

茂名石化

保定石化

青岛炼化

3.5 中石化
中国石化炼油销售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中石化上海沥青销售分公司，中石化上海沥

 
青销售分公司成立2004年9月22日，当时整合中石化下属13家沥青企业销售业

 
务，实现沥青业务统一市场销售、统一对外投标、统一售后服务、统一产品品牌、

 
统一对外合作、统一开拓市场的“六个统一”原则，负责中国石化销售业务。

因为沥青整合创造的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2010年又了整合石油焦销售业务。2011年又整合了

 中石化硫磺、石蜡的销售业务，2013年1月1日又整合液化气业务，并于2012年6月28日正式挂牌成立

 “中国石化炼油销售有限公司”。成为销售中石化炼油自销产品的专业化销售公司。

www.baiinfo.com



www.baiinfo.com

3.5 中石化
省份 炼厂 沥青型号 沥青产能 2011年沥青产量 2012年沥青产量 单位

新疆 塔河石化 90#B级；60# 45 35 30 万吨

陕西 西安石化 AH-70,AH-90,AH-110；60# 75 49 73 万吨

北京 保定石化 AH-70 20 23 11 万吨

河南 洛阳石化 100# 40 24 38 万吨

湖北 荆门石化 AH-70；70#,90#,C级 12 8 6 万吨

山东 齐鲁石化 70#,A级 65 63 62 万吨

山东 济南炼厂 100# 25 11 11 万吨

浙江 镇海炼化 70#A级；50#A级 200 127 101 万吨

江苏 金陵石化 70#A级；50#A级 200 41 77 万吨

江西 九江石化 60# 20 14 18 万吨

上海 上海石化 70#,90#,A、B级 125 34 31 万吨

广东 茂名石化 70#,90#,A、B级 120 71 74 万吨

广东 广州石化 70#,90#,A、B级 60 39 50 万吨

三、中国市场

中石化：15家(今年新增“青岛炼化和广西炼化”)，沥青总产能1000万吨以上，沥青品牌为“东海

 牌”，沥青品种较多，有A级重交、B级重交、60#、100#等，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中海四川

环渤海湾 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中海油营口

三、中国市场

3.6 中海油
中海油气开发

 
利用公司是中

 
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的二级全

 
资子公司。成

 
立于1999年9

 
月28日，注册

 
资金5.6亿元

 
人民币，目前

 
总资产87亿

 
元，负责海洋

 
石油重质原油

 
的开发和利用。

 
利用优质的环

 
烷基原油资源

 
“绥中36-1”

 
原油，生产出

 
优质的道路石

 
油沥青。

沥青产业布局：两洲一湾+西南。

品质保证：四专：专采、专运、专炼、专储、运输。

中海滨州

中海油青岛

中海泰州

泰州石化

中海油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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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中海油

省份 炼厂 沥青型号 沥青产能 2011年沥青产量 2012年沥青产量 单位

辽宁 中海油营口 70#,90#,110#,A级 55 32 32 万吨

山东 中海滨州 70#,90#；110#,A级 275 57 74 万吨

山东 中海油青岛 70#,90#，110#,A级 30 6 13 万吨

江苏 中海泰州 70#,90#,A级；50#A级 85 69 69 万吨

江苏 泰州石化 70#,90#,A级 85 33 51 万吨

广东 中海油湛江 70#,A级 45 3 14 万吨

四川 中海四川 70#,90#,A级 30 34 31 万吨

三、中国市场

中海油：7个沥青厂，沥青总产能605万吨，沥青品牌为“中海油36-1沥青”，由中海油气

 开发利用公司控股管理，企业自行销售，重交沥青均为A级，部分高标号重交沥青会用作

 焦化原料。
由于绥中36-1原油属于重质原油，轻馏分收率低，因此原油经常减压蒸馏至475℃和485℃，其渣油便

 分别符合70#A、90#A道路沥青标准。绥中36-1原油生产的各个牌号直馏沥青蜡含量少，90#原样沥青

 有非常好的弹性和低温性质。



3.7 原油市场

重质原油定义：重油是沥青质和胶质含量较高、粘度较大的原油，是非常规石油的
统称, 包括重质油、高粘油、油砂、天然沥青和油母页岩等, 一般在常温下不能流动, 
只有通过加热或稀释的方法才能抽取。

世界储量及开采：据统计世界稠油、超稠油和天然沥青的储量约为1000亿吨，稠油
年产量高达1.27亿吨以上，加拿大重油 为丰富，阿尔伯达盆地是 主要分布区，有
阿萨巴萨卡、冷湖及和平河等8个大油田，地质储量约为2680-4000亿吨。

国内外对重油的开发越来越关注，尤其是对超稠油的开发，国外对超稠原油大规模的开发

 利用已有近50年的历史，主要有加拿大、美国、委内瑞拉等国。

国内重质原油资源： 中国对超稠油的开发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一定规模地开发是2000年以
后，主要是在新疆油田、辽河油田等。另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口和应用委内瑞拉奥里油，
对中国的超稠油应用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重油原油资源分布广泛，已经在12个盆地发现了70多个重质油田，但是形成开发规模

 具有一定产能的有准噶尔盆地、渤海湾盆地、塔里木盆地、吐哈盆地等。这些稠油油田主要集

 中在辽河油区、胜利油区、克拉玛依油区及河南油区。 近几年在吐哈盆地、塔里木盆地也发

 现了深层稠油资源。中国目前已探明稠油地质储量20.6亿t，已动用地质储量13.59亿t，剩余为

 动用地质储量7.01亿t。

3.7.1重质原油资源及性质3.7.1重质原油资源及性质

三、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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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
 原油

伊朗、沙特、伊拉克等中东地区

委内瑞拉等南美地区

三、中国市场

3.7 原油市场

3.7.1重质原油资源及性质3.7.1重质原油资源及性质

国内用于生产沥青的进口原油品种有：国内用于生产沥青的进口原油品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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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稠油分类标准中国稠油分类标准
稠油分类 主要指标 辅助指标

开采方式
名称 类别 粘度，mPa·s

密度

 （20℃）,kg/m3

普通稠油

Ⅰ
50①（或100）～

 10000
＞9200 -

亚

 类

Ⅰ-1 50①～150① ＞9200 可以先注水

Ⅰ-2 150①～10000 ＞9200 热采

特稠油 Ⅱ 10000～50000 ＞9500 热采

超稠油
（天然沥青）

Ⅲ ＞50000 ＞9800 热采

注：1指油层条件下原油粘度；无①者指油层温度下脱气原油粘度。

三、中国市场

3.7 原油市场

3.7.1重质原油资源及性质3.7.1重质原油资源及性质

www.baiinfo.com



三种生产沥青的油源具有凝点低、蜡含量低、粘

 度大、密度大等特点，是国际上公认的生产沥青

 产品的优质原料，且资源稳定供应。

油源
共同点

辽河欢喜
岭稠油

新疆九
区稠油

委内瑞拉
重质油

中石油稠油资源及性质

三、中国市场

3.7 原油市场

3.7.1重质原油资源及性质3.7.1重质原油资源及性质
南美重质原油资源

 
及性质。南美洲是世界主

 
要原油产地，拥有丰富的

 
石油资源，已探明储量27

 
亿多吨。委内瑞拉是南美

 
洲主要的产油区，也是世

 
界上 大的重油储藏地区

 
之一，地质储量高达2000

 
亿吨，2015年预计产量将

 
达到3800万吨。

中国是南美重质原

 
油主要进口国，其进口的

 
南美重质原油主要在燃料

 
油公司加工，主要进口马

 
瑞16和波斯坎原油用于生

 
产沥青和燃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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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河稠油是产自新疆塔里木油田，近两年年产量为600～700万吨。原油性质

 属于含硫-中间基原油，原油的密度均超过0.9645g/cm3；原油一般酸值低，凝点

 低，硫含量高，重金属含量高。
减压渣油沥青质含量达到20%左右，直馏得到的渣油低温性能差、抗老化性

 能差，生产高等级道路沥青沥青比较困难。

中海洋稠油资源及性质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重油资源在渤海湾油田。用于生产道路沥青的主要是

 绥中36-1原油。
绥中36-1原油为典型的低凝重质原油，它的具体特点是：密度大、粘度较大、

 凝点低、酸值较高、蜡含量低、胶质含量高、残炭高、灰分高，是非常典型的高

 胶、少蜡原油，按关键馏分特性因素分类属于低硫环烷基原油。

三、中国市场

3.7 原油市场

3.7.1重质原油资源及性质3.7.1重质原油资源及性质

中石化稠油资源及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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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类型 加工工艺 典型产品结构 代表来源

石蜡基 催化裂化

加 氢

汽油、煤油、柴

 油、润滑油
大庆原油

中间基 催化裂化

加氢

汽油、煤油、柴

 油、燃料油
胜利原油

环烷基 蒸馏、氧化、调

 和、减粘、焦化
沥青、润滑油、

 燃料油、石油焦
新疆九区、欢喜

 岭、渤海湾、

Boscan  Merey

3.7.2使用不同重质原油生产沥青选择工艺及产品特点3.7.2使用不同重质原油生产沥青选择工艺及产品特点

三、中国市场

3.7 原油市场

原油的分类及经济型加工方案：原油的分类及经济型加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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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工艺相对简单

•

 
根据原油性质确定工艺

•

 
产品质量依赖原油性质

方法
沥青生
产方法

溶剂抽

 提法调和法

蒸馏法 氧化法

三、中国市场

3.7 原油市场

3.7.2使用不同重质原油生产沥青选择工艺及产品特点3.7.2使用不同重质原油生产沥青选择工艺及产品特点

目前道路沥青的生产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目前道路沥青的生产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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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油沥青
稠油

稠油减压渣油

稠油

 减压

 渣油

溶

 剂

 脱

 沥

 青

混合器

道

 路

 沥

 青

 产

 品

常
减
压
蒸
馏

溶剂脱沥青-调合工艺流程

克拉玛依九区稠油生产工艺克拉玛依九区稠油生产工艺

三、中国市场

3.7 原油市场

3.7.2使用不同重质原油生产沥青选择工艺及产品特点3.7.2使用不同重质原油生产沥青选择工艺及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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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泵

初馏塔

常压炉

常压塔

减压炉

减压塔

常一线

常二线

减一线

减二线

减压渣油

汽提蒸汽

常 一

 
中

常 二

 
中

常三线

高富三套常减压装置原则流程

三、中国市场

3.7 原油市场

3.7.2使用不同重质原油生产沥青选择工艺及产品特点3.7.2使用不同重质原油生产沥青选择工艺及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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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使用中东原油生产工艺中石化使用中东原油生产工艺

道路沥青产品

减
压
蒸
馏

常压渣油

常
压
蒸
馏

减压馏份常压馏份

减压渣油

原油

三、中国市场

3.7 原油市场

3.7.2使用不同重质原油生产沥青选择工艺及产品特点3.7.2使用不同重质原油生产沥青选择工艺及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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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生产道路沥青生艺中海油生产道路沥青生艺

道路沥青产品

减
压
蒸
馏

常压渣油

常
压
蒸
馏

减压馏份常压馏份

减压渣油

原油

三、中国市场

3.7 原油市场

3.7.2使用不同重质原油生产沥青选择工艺及产品特点3.7.2使用不同重质原油生产沥青选择工艺及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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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市场

3.7 原油市场

3.7.3近年中国原油表观消费量3.7.3近年中国原油表观消费量

消费量：由2005年的3亿吨，逐年增加，至2012年达4.8亿吨，对外依存度由2005年的

 39.7%，逐年增加，至2012年对外依存度为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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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市场

3.7 原油市场

3.7.3近年中国原油表观消费量3.7.3近年中国原油表观消费量

进口情况(单位:万吨)：

www.baiinfo.com



三、中国市场

3.7 原油市场

3.7.3近年中国原油表观消费量3.7.3近年中国原油表观消费量

2012年中国进口原油2.7亿吨，同比增加1854万吨，或增长7%。
（1）从进口国别来看：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俄罗斯联邦、伊朗、阿曼、伊拉

 克、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前十大原油进口来源

 国，总份额达81%。
（2）从进口地区份额上看：中东和非洲仍占据前两位，各自为50%和24%，里海

 13%，南美9%，亚太、欧洲和北美地区占据剩余的4%。
（3）主要增长点：

两大进口来源大区—中东和非洲增长4%和8%。尽管受欧美对伊朗实施制裁影

 响，中国自伊朗进口原油数量显著减少21%，但由于从沙特等中东其他国家进口

 的原油数量增加，因此中国自中东的原油进口量同比增长4%，达13498万吨。
自非洲进口原油6470万吨，同比增长7.2%。
南美地区进口原油2516万吨，同比增长20%，其中委内瑞拉是主要增长点，

 2012年原油进口量达1529万吨，同比增长33%。
里海地区进口原油3522万吨，俄罗斯则是主要贡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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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进口沥青~年度/月度总量

三、中国市场

2006-2009年，中国沥青年进口量

 保持在320-360万吨之间；2010年

 进口量创下近年历史 高纪录，

 达410万吨；2011年进口量较2010

 年大幅下滑，至319万吨；2012年

 进口量继续下降，全年进口量273

 万吨。

3-9月份进口量相对较高，10月-

 第二年2月份进口量相对较低，其

 中12月份进口量基本为全年月度

 进口量 低。

2010年全年进口量达近年 高，

 为410万吨，其中3月份进口41万

 吨，为近年单月进口量 多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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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市场

来源地：传统来源地主要为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其他来源地还有巴林、伊朗、台

 湾等。品牌主要有：韩国SK、双龙、GS、现代；新加坡埃索、壳牌、SPC；泰国IRPC、

 
TIPCO。

 其中韩国沥青占进口总量的65%左右，新加坡占23%左右，其他来源地为10-12%左右。
进口沥青关税：韩国5.6%，新加坡和泰国等东盟十国零关税，日本、台湾等其他国家关税为8%。
进口沥青换算成人民币公式：=到岸美金价*（1+关税）*（1+17%）*汇率+港口杂税，相当于进

 口商进口成本价。

3.8 进口沥青~来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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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市场

3.8 进口沥青~来源地
韩国沥青：2012年进口166万吨，同比减少28万吨或14%，尽管自三季度沥青进口量大幅回
升，但由于第一、二季度韩国对中国的沥青供应极大缩减，以致总进口量下滑，不过仍占
据中国市场 大份额。一季度燃料油经济性更佳，韩国炼厂生产沥青积极性偏低，且个别
炼厂装置停产检修，加之上半年中国买家对进口沥青的价格接受能力也不高，而东南亚等
市场需求及价格承受力更好，韩国炼厂大幅减少了低价长约合同的供应，其中SK的减量
为明显。

新加坡沥青： 2012年进口73万吨，同比增加3万吨或8%。2012年新加坡沥青供应保持稳定
，且绝大部分新加坡进口沥青被销往西南、华东等地，壳牌、埃索等品牌沥青均保持较高
的供应量。

泰国、台湾沥青：对中国市场供应量较少，泰国沥青进口总量仅10万吨，同比下跌58%，其
中11月、12月份进口量均为零，泰国国内受2011年特大洪水影响，工程修建项目较多，终
端需求持续旺盛，其内销经济性更佳；台湾沥青进入中国大陆仅2万吨，同比大跌80%，第
四季度沥青到港量为0，台湾沥青进口关税为8%，远高于其他亚洲沥青，导致台湾沥青丧失
了价格优势，因此近两年对中国大陆供应量大幅缩减，另外2012年岛内需求旺盛，CPC下半
年才有量出口，加之东南亚需求及价格接受能力更高，台湾沥青多流向东南亚。

日本、伊朗、阿联酋沥青：进口量同比均暴涨，进口的日本沥青中绝大部分是COSMO沥青，
并从6月份开始集中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三个国家的沥青接货方主要来自长三角地区的
贸易商，该部分沥青较其他进口沥青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是促使进口商保持较高采购积极
性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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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市场

海关：由于华东和华中玩家大量通过华东沿海进口沥青，所以南京、杭州、宁波、福州、厦门

 海关沥青进口量较大，这5个海关进口量占总进口量的一半左右。其中

 
南京海关沥青进口量始

 终位列第一，

 
2007-2012年南京进口量占总进口量的比例在25-30%左右，另外南京海关也是韩

 国沥青出口到中国的 主要海关。
此外，南宁海关沥青进口量增长也比较明显，进口量占总量的比例在10%左右，由于这两年

 西南市场沥青需求量较大，进口商在冬储和施工旺季期间的进口积极性均较高，而西南的口沥

 青多通过南宁海关进入。

3.8 进口沥青~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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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进口沥青~进口商
排名 进口企业名称 2012年沥青进口量（吨） 结构比%

1 厦门华特集团有限公司 276486 10

2 浙江宝盈物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9568 8

3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227890 8

4 浙江嘉悦石化有限公司 197110 7

5 北京中物振华贸易有限公司 191606 7

6 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47398 5

7 日照兴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115358 4

8 山东华瑞道路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81692 3

9 浙江省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6363 3

10 东莞泰和沥青产品有限公司 68692 3

以上总计 1612164 59%

全国总进口量 2731530 100

三、中国市场

进口贸易商：据统计，2012年中国十大进口商的进口总量达到161万吨，占进口总量的比例达

 59%。其中：厦门华特共进口沥青27.6万吨，位列第一位；浙江宝盈进口23万吨，位列第二，壳

 牌进口22.8万吨，位列第三。此外，浙江嘉悦、中物振华进口量也在19万吨以上，分别位于第4、

 5。之后是：福建三木、日照兴业、山东华瑞、浙江交建及东莞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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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出口量(万吨)

2001年 16.0 

2002年 10.3 

2003年 10.2 

2004年 20.0 

2005年 3.8 

2006年 1.5 

2007年 0.7 

2008年 1.6 

2009年 8.2 

2010年 15.0 

2011年 24.0 

2012年 9.6

3.9出口方面

三、中国市场

出口方面：国内沥青出口商主要是中石化，由中石化出口的

 沥青占总出口量的95%左右。出口国家主要为东南亚的越南、

 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等国家，其中出口到越南的沥青，2010

 年为6万吨(占总出口量的39%)，2011年为12万吨(占总出口

 量的51%)，2012年8万吨(占总出口量的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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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库：
据统计，目前中国大陆上规模的商业沥青库库容在900万立方米左右，
炼厂沥青库库容在150万立方米左右，全国在1050万立方米左右。
近两年新增及扩建沥青库的增速有所放缓。与目前的消费量水平相比，
中国沥青库的总体库容稍显过剩，沿海部分地区库容更是严重过剩。而
随着近两年国际油价的上下波动，下游玩家备货心态都更加谨慎，贸易
商自用库基本可以满足需求，因此国内沿海专业仓储库普遍利用率普遍
较低，中转频率也有所减慢。

沥青船运市场：
外贸：据统计，截至目前，中国大陆经营远洋沥青运输业务的沥青船总
载重为18万吨，占世界远洋沥青船总运力的15％左右。其建船时间，仅
一条沥青船建造时间为1999年，其余28条船建造时间均在2006年以后。
内贸：据统计，目前国内2000吨以上的内贸沥青船总运力在13.4万吨以
上，需求主要集中在西南、华中及北方市场。

3.10沥青市场物流及基础建设

三、中国市场



四、亚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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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印度
东亚：韩国、日本
东南亚：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台湾、印度尼西亚、越南

2010年亚洲主要国家沥青产量及进出口数据2010年亚洲主要国家沥青产量及进出口数据



五、2013年中国市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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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量：2013年

 
1-6月份中国石油沥青表观消费量在1082.45万吨，同比增加

 170.06万吨或19%。历月消费量较2009-2011年同期同比，均有不同幅度的增加，其中同比

 2012年上半年消费量，月度增幅在7%-37%。
其中产量同比增长13%，供应过剩局面愈演愈烈。上半年国内汽柴油需求低迷，焦化开

 工率低，焦化料富裕，焦化利润不及沥青，是部分主力炼厂沥青增产及山东地炼扎堆转产

 沥青的主要原因。
进口量同比增长66%，韩国沥青大增是上半年进口量暴涨的主要原因，但 主要的是，

 去年同期国产沥青价格较低，较进口沥青有吸引力，出于经济性考虑，韩国、新加坡等国

 外炼厂普遍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去年上半年中国沥青进口总量创下了近四年同期新低。

年度(单位：万吨)
1-6月

2013年 2012年 同比涨跌 同比%
产量 932.22 822.78 109.44 13

其中：中石油产量 300.66 321.16 -20.5 -6
其中：中石化产量 323.76 265.59 58.17 22
其中：中海油产量 141.92 118.59 23.33 20

其中：地炼产量 165.88 117.44 48.44 41
进口量 156.81 94.51 62.3 66
出口量 6.58 4.89 1.69 34
表观消费量 1082.45 912.4 170.0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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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2013年1-7月份国内沥青产量1123.22万吨，同比增加135.97万吨或上涨14%，各集团仅

 中石油沥青总产量同比下跌，其他集团产量同比均有不同幅度上涨。
中石化总产量第一，为386.86万吨，同比上涨22%。由于今年生产沥青的经济性相对明显，中石化主力炼

 
厂镇海、茂名、金陵、上海炼厂沥青总产量同比去年均有增加。另外4月份中石化新增青岛炼化首次生产沥

 
青，7月份新增北海炼化首次生产沥青。

中石油总产量355.25万吨，同比减少21.79万吨或下降6%，其中辽河、高富及阿尔法三家炼厂产量同比均

 
有减少，三家总产量共减少17.76万吨，由于上半年部分炼厂检修，或由于沥青持续降价，部分炼厂沥青减产。

 
另外，新疆今年为沥青需求大年，克石化沥青同比增加18.38万吨。

中海油总产量165.02万吨，同比上涨13%。地炼总产量216.09万吨，同比上涨47%。



五、2013年中国市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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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1-6月份中国沥青总进口量156.81万吨，同比增加62.30万吨或66%。长约合同供应

 量的恢复，以及冬储需求旺盛都是刺激上半年进口量大增的主要因素。由于部分炼厂东亚恢复了

 长约合同，特别是第一季度长约合同的价格相对便宜，刺激了进口商的需求。加之年初进口商对

 于市场的预期普遍较好，因此纷纷加大了冬储期间的备货力度。其中1-5月份，历月进口量均较

 去年同期有较大的增长，由于去年同期进口量大幅缩减。而6月份当月进口量下降至23.37万吨，

 同比下降14%，环比下降19%。进入6月份，国内沥青市场终端需求保持低迷，进口商库的进口力

 度下降，当月进口量为自2月份以来的年内 低水平。
上半年进口韩国沥青101.88万吨，占总进口量的65%，同比增加49.61万吨，长约合同仍占据

 较大比例。上半年进口新加坡沥青36.29万吨，占总进口量的23%，进口量同比增长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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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1、国际原油和燃料油：1、国际原油和燃料油： 2、国内重交沥青批发价格：2、国内重交沥青批发价格：

3、部分炼厂A级重交沥青价格：3、部分炼厂A级重交沥青价格： 4、部分炼厂A级重交沥青价格：4、部分炼厂A级重交沥青价格：



五、2013年中国市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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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价格：一季度国际原油在多空博弈下，价格震荡下行，以布伦特为例，由2月8日的

 高点118.9美元/桶，下滑至4月17日的97.69美元/桶。二季度价格小幅回升，基本运行在100-

 110美元/桶，7、8月份基本在近110美元/桶。其中WTI、布伦特及新加坡杜里原油今年1-7月份均

 价分别为95.84、107.83、102.69美元/桶，同比去年，分别下跌了0.94.19、13.86美元/桶。

燃料油价格：新加坡高硫180CST价格1-7月份震荡下跌，1-7月份均价为624.54美元/

 吨，同比去年上半年均价下跌了64.05美元/吨。燃料油价格跌幅，远高于沥青价格跌幅。

沥青价格：
1-3月份，年初利好预期刺激下，需求旺盛，沥青价格持续上涨，一季度价格涨幅在200元/

 吨左右。之后市场急转直下，价格转跌点较往年提早了1-2个月。4-6月份价格持续走跌，二季度

 价格跌幅在250元/吨左右。7月份价格继续小幅下滑，但整体走势趋稳，随着施工旺季的深入，8

 月份价格大体稳定，局部价格涨跌互现。
以北方、华东及华南地区的国产重交沥青批发价格为例，1月份价格在4600-4750，3月份涨

 至4850-4950，后价格转跌。继2008年冬储行情后，2013年上半年沥青价格波动幅度为近五年

 低；5月份沥青价格已跌破年初冬储价。6月份价格基本在4650元/吨左右，7、8月份价格在4550-

 4650元/吨左右。

焦化料价格：1-2月份焦化料价格高于沥青，部分高标号低硫重交沥青流向焦化料市

 场，3-6月沥青价格高于焦化料，分流到焦化料市场的沥青数量较少。

沥青厂炼油理论盈亏：一季度沥青厂炼油亏损时间较多，二季度原油价格下滑，虽然

 沥青及柴油等产品价格也在下跌，但沥青厂理论上还是转亏为盈。7月份，由于原料价格持续上

 涨，而成品油市场终端需求并无明显起色，且沥青市场沥青厂炼油利润理论盈亏环比下跌186元/

 吨，月度盈亏1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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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量

产量

沥青

 价格

预期同比2012年小幅回升。

产量与表观消费量的变化趋势

 基本一致。

一涨，二跌，三先跌后涨，四跌。

进出

 口
有望恢复到300万吨或2011年的水

 平（319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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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量：
交通部 新公布交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数据显示，2013年前7个月，全国累计完

 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7512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公路建设投资完成6640亿元，

 同比增长8.5%，其中东部地区的公路建设投资同比增长5.2%，中部地区同比增长

 22%，西部地区同比增长7.6%。

另外，综合各省交通厅的高速公路建设计划显示，2013年，中国高速公路新增通

 车里程或达1万公里，去年同期为1.1万公里。建设重点依然集中在华北、西南、华

 中等地，其中计划新增里程超过500公里的省份有8个，分别为贵州、四川、内蒙古、

 河北、山西、河南、湖南及福建。2013年仍为中国公路建设大年，其中华北、西南、

 西北个别省份道路建设规模仍有明显增加。

所以，我们预期2013年中国沥青消费量或有望增加190万吨至2316万吨左右，源于

 沥青产量及进口量的双双增加，但市场供应量也或可能稍大于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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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预期国内炼厂沥青生产仍维持中高位供应。沥青产量持续增长，一方面是
由于沥青价格相对偏高，经济效益较好，另一方面，随着国产沥青品质的提高以及
供应能力的加强，越来越多的高品质国产沥青将运用在高速公路领域。另外，经历
了2011年和2012年，调和焦化料需求成为国产低硫重交沥青的一个消耗方向，不过
2013年焦化等调油需求或同比下跌。

进口：进口量同比增加，不过份额在萎缩。由于国产沥青品质不断提高，炼厂供
应充足，从而打压进口沥青的需求。但国内部分高速项目的业主仍倾向于使用进口
沥青，一些改性厂也会选择品质稳定的进口沥青作为基质沥青，因此尽管进口沥青
的份额呈萎缩趋势，但基于2013年中国沥青市场需求有小幅增长的预期，需求支撑
沥青价格，且中国大陆仍是韩国及新加坡等沥青的主要输出地，预期2013年中国进
口沥青数量有望恢复到300万吨甚至2011年的水平（319万吨）。

价格：高价冬储，冬储透支旺季需求，近年国内沥青市场表现淡季不淡，旺季不
旺，价格走势较为类似，一季度涨，二季度跌，三季度先跌后涨，四季度跌。2013
年沥青价格仍呈现该走势，但二季度价格开始走跌的时间点较往年提前1-2个月。7
、8月份，随着施工旺季的推进，沥青价格开始趋稳，但沥青供应量同比增加明显
。8、9月份为施工旺季，近期随着终端需求的逐渐回升，主流炼厂的沥青出货都在
好转，库存或进一步降低。不过市场供应量依然保持高水平，部分炼厂库存仍有待
消耗，市场需求恢复有待继续观察，但市场对未来的价格利好预期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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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资讯

 
刘敏娜

Tel：010-52169338    MB：1861032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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