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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今年是央企混改试点的加速推进之年。 当前，混改已成为加快推进改革，解决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不明确、国有经济布局
过宽、效率低下等问题的有效途径。 特别是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将成为混
改的重点。 如今，随着中国联通混改落地，在国企改革和油气改革的双重
“
压力”下，
“
三桶油”的混改也有望提速。

“
三桶油”混改：
谁是下一个
“
联通”
本报记者 王金龙 西安报道

央企混改大戏正轮番上演。

资委发布会上表示，十八大以来央

和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
此外，近期亦有消息称，中海

电信、军工等重点行业，已推动了
两批共 19 家央企开展混改试点，
第三批试点企业正在研究确定中。
目前， 第一批试点企业中的

期，混改将向着全产业链深入，是
大势所趋。

一位氯碱上市企业的高管向

的背景下，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近年来
中央环保力度不断加大， 氯碱行

续加快。
9 月 27 日， 中泰化学发布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二次修订稿）， 计划募集资金

相关方案。
金联创市场分析师李杨向《中
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此前中石化

为央企混改的下一个试点。
根据中石油此前发布的消

在氯碱行业整 体 持 续 利 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泰化
学”，002092.SZ） 的扩张步伐持

改步伐，有望在年内正式出台混改

普遍认为，“三桶油” 很可能会成

司高端产品产能, 优化产品结
构,提高盈利能力。

油正在研究制定相关方案，加快混

和中石油已经在多个方面展开混
改试点，但由于此前混改多集中在
单一领域或薄弱板块，纯粹引入资
本，混改作用并未被完全激发；后

中国联通已成为混改先锋。 外界

本报记者 陈家运 北京报道

底前完成，此举被外界认为是中石
油在为下一步混改做铺垫。 此前，
中石油就曾公布了油气改革方案，
并强调鼓励油企发展股权多元化

有制企业占比达到 68.9%。 目前，
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

扭转连亏三年局面
氯碱企业扩张抢市场

息， 其公司制改制将于今年 11 月

9 月 28 日，国务院国资委（以
下简称
“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国
企混改在稳妥推进。 截至 2016 年
底，央企集团及下属企业中混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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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39.2 亿元， 用于高性能
树脂产业园及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托克逊电石二期项目。
中泰化学表示， 此举可提高公

业因环保问题出现停产或限产的
中小企业不断增加， 进而释放了
部分市场份额， 烧碱、 聚氯乙烯
（PVC） 等工业商品价格自 2016
年起出现逆势上涨，并持续至今。
该人士认为，从现阶段来看，只要
正常生产的氯碱企业都是有高收
益的， 而像中泰化学等公司通过
并购扩产完善产业链或成常态。

价格短期难降
本报资料室 / 图

“三桶油”铺路混改
“
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

国有油气企业专业化重组整合，支持

中石油一位高层向记者表示，

李杨认为， 中海油的重点资产

进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
电信、 军工等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
试点，选择 19 家企业开展了两批试
点。 ” 2017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政策

工程技术、工程建设和装备制造等业
务进行专业化重组，作为独立的市场
主体参与竞争。该《意见》也被解读为
油气领域混改提速的信号。

公司一直结合企业自身发展规律积
极落实中央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
要求。截至目前，已经放开了上游的
勘探开采业务以及下游销售业务，

在海上， 所以预计该领域是中海油
后期“混改”的重点，但其销售以及
气电板块也或将同步进行； 中石化
的优质资产在终端零售， 而此前已

研究室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孟玮就
曾公开表示， 目前混改的一大进展
就是推动各项试点任务落地实施。
外界普遍猜测， 继中国联通之
后， 将会在油气领域开展混改试点。

紧随其后，中石油在 8 月份召
开了公司体制改革工作视频会议，
并下发了《关于集团公司公司制改
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并明确
改制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底。

并且在 2015 年底， 对东部管道、管
道联合和西北管道三家公司进行整
合。在整合完成后，成为一家注册资
本为 800 亿元的管道公司。 在其股
权结构中， 中国石油持股比例为

经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吸引民营资
本加入， 包括后期计划整体销售公
司上市，以及在天然气、地热、管道
等具体业务板块或都将推进混合所
有制改革； 而中石油近年来着重推

因为在今年 5 月份，中共中央、国务
院曾印发《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
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中明确指出，体制改革将
完善国有油气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鼓

此举被认为是中石油为下一步混
改铺路。
此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
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
强调，要在 2017 年底前基本完成国

72.26%， 其余九家股东均为非中石
油的资本。 这也就是说中石油已经
全面放开了上、中、下游进行混改。
在李杨看来，
“
三桶油” 混改的
最终目的是提高自身企业市场竞争

进公司内部改革， 推动多项内部资
源重组 ，11 月 底 将 完 成 公 司 制 改
革， 为后期整体推进上下游混改扫
清障碍， 除了引入社会资本和推动
上市之外，包括建立股权投资基金、

励具备条件的油气企业发展股权多
元化和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推进

有企业改革工作，涉及 69 家央企集
团、8 万亿集团总部资产。

活力，因此，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
下一步还会加大混改力度。

与私有资本合作参与到其他领域等
也是有效的混改举措。

“
‘三桶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石油的上游勘探开采板块，民营经济

实上， 此前部分央企对混合所有制

对于终端销售板块， 民营经济进入

就是我国石油化工行业的代名词，
因为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下，

已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例如，在油井压裂，维修方面

改革并没有足够的动力， 即便是出
台一些混改方案， 大多是在子公司

的积极性就非常高， 因为该领域投
入之后，收益是立竿见影的。

国内石油行业从上游到下游，从陆

我们都交给了民营企业做，而且我们

层面或某个项目上， 在集团公司层

至于上游勘探板块， 随着油价

地到海上，基本都是‘三桶油’说了
算。 ”山东地炼一位民营油企人士
向记者表示，混改将打破“三桶油”
原有垄断地位，对于民营油企也是

还将部分区块拿出来与地方企业共
同开发。 ”上述中石油人士向记者表
示，中石油对待混改是有诚意的，并
非是拿出一些边缘资产敷衍混改。

面推行的几乎没有。油企亦如此。但
是联通公司的混改似乎给出了一个
信号， 央企混改将有可能触及到集
团公司层面。

不断回升，技术不断革新，未来如果
盈利明显，民营经济也会积极参与，
分享政策带来的红利。
李杨认为， 通过此前多个行业

一次难得的机遇。
然而，对于上述“三桶油”垄断
的观点， 中石油一位基层管理者并
不认可，其向记者表示，在二十世纪
90 年代， 我国就允许国内民间资本

记者注意到，在 2014 年《政府
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
“加快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之后，同年 5 月份，中
石油就抛出千亿管道资产混改方案；
中石化也在销售板块大举引入腾讯、

另外， 中石油公司制改制的推
行被解读为，
“
是为下一步混改扫清
障碍”，这也表明后期的混改将不仅
仅限制某个分公司或者某个项目，
而有可能是全产业链的混改。

混改经验来看， 混改能够释放国有
资产活力，提高企业竞争力，有助于
企业“走出去”。 此前，国际油价低
迷，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内几大石
油企业混改进度， 不过随着国际原

和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革，石
油化工领域也不是铁板一块， 除了

人保、中金和工银瑞信等社会资本。
根据 2014 年 9 月 12 日签署的增资

卓创资讯分析师胡慧春认为，
虽然“三桶油”混改的诚意满满，但

油市场回暖，国内油企利润回升，加
上前期已经开展和理顺了相关准备

众所周知的山东地炼之外， 在陕西
有延长石油， 在宁夏有宝塔石化等

协议，25 家投资者已向中石化销售
公司缴纳了相应的增资价款共计人

是资本是趋利的， 在目前国际原油
价格低位的当下， 民营资本不愿意

工作和具体环节改革， 随着后期混
改进一步深入， 油气行业改革红利

企业。因此，现在还说
“
三桶油”垄断，
有点牵强。 该人士向记者表示，在中

民币 1050.44 亿元，完成率 98.1%。
一位央企高层向记者表示，事

介入上游的开采业， 因为该行业投
资大，风险高，而且技术性强，但是

也将逐步凸显， 同时也有助于推动
后期成品油市场化改革。

民企或分享红利

“过去几年， 整个氯碱行业

品也存在着涨价的趋势。

处于供大于求状况， 行业效益持
续下滑，2015 年已是全行业连续

以 PVC 为例， 中国氯碱网
的 数 据 显 示 ，2016 年 国 内 PVC

亏损的第四年， 亏损面一直在
50%以上，行业形势非常严峻。 ”

行业开工率较 3 年前提高 10 个
百分点，生产企业的数量从 2012

中国氯碱工业协会理事长罗云曾
表示。
然而，在全国安全、环保督察
以及氯碱行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共
同作用下， 氯碱行业效益有所提
升。 2016 年，国内 PVC、烧碱等工

年的 94 家减少到 2016 年的 75
家，平均企业规模由不足 25 万吨
上涨到 31 万吨，行业的供给侧改
革取得初步成效。
截至 2016 年底， 中国共有
PVC 生产企业 75 家，较 2015 年

业商品价格出现了逆势上涨。

净减少 6 家 （其中新增 2 家，退

据中国氯碱网统计，2013～
2015 年连续三年全行业亏损，亏

出 8 家）。 PVC 产能为 2326 万
吨 ， 较 2015 年 净 减 少 22 万

损面超过 50%。 2016 年利润总额
约为 52 亿元， 效益明显好转。

—其 中 新 增 产 能 89 万 吨 ，
吨——
退出 111 万吨。

2017 年 1~4 月份利润总额约 40
亿元，持续了较好的盈利态势。

在烧碱方面，2016 年底，中
国共有烧碱企业 158 家，较 2015

记者梳理中泰 化 学 财 报 发
现， 2016 年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

年净减少 5 家（其中新增 3 家，退
出 8 家）。 烧碱产能为 3945 万吨，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47 亿元，
同比涨幅近 60 倍。 今年上半年年

—其
较 2015 年净增加 72 万吨——
中新增 203 万吨离子膜碱， 退出

报显示， 中泰化学实现营收 168
亿元,同比增长 74.3%;实现归母净

131 万吨（离子膜碱 100 万吨，隔
膜碱 31 万吨）。

利润 12.4 亿元,同比增长 357%。
“一方面，烧碱类下游需求

另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
示，2017 年 1~5 月国内烧碱产量

比较强烈， 比如烧碱行业下游氧
化铝，涉及电解铝需求上升。另一
方面，由于原盐、电等原料成本基
本面没太大改变， 而烧碱价格持
续上涨，导致毛利增大。 ”上述氯

为 1480.4 万吨， 同比增加 6.9%。
聚 氯 乙 烯 1~5 月 累 计 产 量 为
768.1 万吨，累计同比增加 6.8%。
今年上半年受烧碱行情回暖影
响，烧碱开工率进一步提升，上半

碱企业高管向记者表示， 去年三
季度氯碱产品价格开始上涨并持

年行业平均开工率达 90%， 聚氯
乙烯行业平均开工率为 79%，同

续至今。
该人士认为， 从国家大的政
策方针来看， 安全和环保淘汰部
分不达标、不合格的产能，从而导

去年相比均有所提升。
尽管开工率回升， 但上述氯
碱企业人士表示， 供需矛盾短时
间内很难改变， 预期氯碱产品价

致供需矛盾。 这也是价格上涨的

格短时间内不会大幅下降。

原因之一。目前，其他的部分化工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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