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05
2021年9月7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齐松梅

主编：刘乐蒙 魏燕 美编：张昕
检校：王振文 陈伊蕾

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石化新材料是新能源、高端装备、
绿色环保、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重要基础材料，与传统材料相比，
具有性能更优、附加值更高、技术含量
更高、应用领域更广等特点。

在发展石化新材料领域，洋浦还
存在哪些短板？需要在哪方面发力？

“目前，洋浦石化产业的短板还是
比较明显的，企业项目不多，相关的产
业链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没有形成
丰富的产业生态。”海南省开放型经济
研究院院长李世杰说，人才紧缺也是
制约洋浦石化产业发展的因素之一，
现有的人才满足不了石化产业的发展
需求。虽然洋浦的人才集聚效应已形
成，但以目前的产业规模、地理位置、
薪资待遇等条件，难以吸引高端石化
人才。

李世杰认为，未来洋浦石化产业
要想取得更大发展，要引进更多与现
有产业链条相配套的企业进入，让洋
浦的油气化工产业形成规模优势和资
源优势。围绕海南炼化千万吨炼油和
百万吨乙烯项目，进一步引进一批与
政策契合度高、显示度大、产出效益好
的高质量项目，通过延链补链强链，不
断拓展产业链，做大做强石化产业。

“另外，建议有关部门在全岛封关
运作前，支持洋浦扩大保税港区‘一线
放开、二线管住’等自贸港政策试点和
压力测试范围，让洋浦开发区内符合
条件的企业作为政策实施压力测试的
样本，为全岛封关运行积累监管经
验。”李世杰说。

今年3月26日，由王基铭等5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的洋浦石化新材
料院士工作站挂牌运行，将为洋浦石化
功能区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及相关重大
问题提供决策咨询、参谋和指导等。

“我们将以建设海南自贸港为契
机，以石化新材料院士工作站为载体，
引进高端人才，建设绿色石化新材料科
研创新平台，着力提升海南炼化及洋浦
石化产业链技术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
能力，为加快海南炼化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出谋划策，全力助推洋浦打造绿色石
化新材料全产业链国际化基地。”王基
铭说，工作站后期还将对乙烯二期及配
套原料工程项目、海南绿色化工新材料
全产业链国际化基地建设等提出咨询
意见，并推动项目落地。

未来，洋浦将依托王基铭院士团
队设立的洋浦石化新材料院士工作
站，充分发挥院士等高端人才对经济
发展的引领作用，推动产学研相结合，
打造科技创新引领新高地，不断延伸
拓展石化产业链，助力洋浦石化产业
早日成为千亿级产业集群。

（本报洋浦9月6日电）

布局，从上游到下游
壮大石化产业基础，加快形成“油头化尾”产业布局

乙烯被称为“石化工业之母”，是
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化学产品之一，在
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了壮
大石化产业基础，洋浦正在加快形成

“油头化尾”的产业布局。
2018年12月，海南炼化100万吨

乙烯及炼油改扩建工程项目开工，预计
2022年竣工投产，可拉动超千亿下游
产业，成为海南未来发展的新“引擎”。

今年初，逸盛石化加大产业布局，
启动项目二期建设，建设主要内容为
年产250万吨PTA和年产180万吨
PET生产装置，总投资达80亿元。“整
个二期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将进一
步提升洋浦石化产品附加值，助力洋
浦打造石化全产业链。”逸盛石化行政
部经理李世峰说。

汉地阳光的150万吨特种油及年
产15万吨医药食品级白油项目已完
工。“目前正在进行生产设备调试，预
计今年第三季度可投料生产。”汉地集
团董事长吴汉陵说，目前该公司已与
物产中大化工集团达成合作，双方将
充分利用洋浦建设海南自贸港先行区
示范区的优惠政策，开展“两头在外”
和“一内一外”等业务，实现“原料全球
买、产品全球卖”的战略目标。

老牌企业不断扩产能增实力，新
落户的项目也在积蓄发展动能，争取
早日建成投产，享受自贸港政策红利。

在洋浦嘉洋路石化新材料产业
园，中科启程年产10万吨PBAT类生
物降解树脂项目建设工地，几台挖机
正在进行土方开挖施工。而毗邻的东
方雨虹洋浦新材料项目正在加快建
设，钢结构厂房和仓库已接近完工，工
人们在安装生产设备，预计本月投产。

中科启程PBAT和东方雨虹洋浦
新材料是首批入驻洋浦石化新材料产
业园的项目。作为石化产业的下游产
品，中科启程PBAT是生产可降解塑
料的原料；东方雨虹洋浦项目生产的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防水涂料等都是
绿色环保的新型建材产品。

“海南去年底开始全面‘禁塑’，加
上有自贸港政策加持，对我们而言，这是
来海南投资兴业的最佳时机。”中科启程
（海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如舟
说，该项目年产10万吨PBAT，二期年
产40万吨，整个项目产能达50万吨，可
带动海南可降解塑料行业转型升级。

“到明年9月乙烯项目投产后，洋
浦炼油、烯烃、芳烃三路并行的石化产
业将正式形成。”洋浦国际能源化工事
业部高级经理梁昌坤说，炼油方面，除
海南炼化拥有960万吨炼油能力、汇
智石化拥有年产30万吨工业异辛烷
等组分油生产能力外，汉地阳光拥有
年产23万吨特种油产能，该公司年产
150万吨特种油和15万吨医药食品
级白油项目正在调试，即将投产。

烯烃是洋浦重点打造的石化产业，
除海南炼化现有年产20万吨聚丙烯
外，100万吨乙烯项目正在建设；巴陵石
化年产17万吨热塑性弹性体、中科启程
年产10万吨PBAT、汇恒新材年产15
万吨乙烯焦油、奥克化学年产20万吨
环氧乙烷等项目也已相继开工。

“除了上述项目，仪征化纤年产6
万吨PBST、星光化工年产60万吨甲
醇碳四、恒河新材年产12万吨碳五分
离与10万吨碳九分离加氢及下游装
置等项目已签约落地。”梁昌坤透露，
这些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待相关
手续办好即可开工，届时，洋浦石化功
能区将拥有上百套石化生产装置，形
成较为完善的石化产业链。

据洋浦石化办主任廖志文介绍，
目前有12个石化新材料项目正在洽
谈，其中石化办对接洽谈的项目有8
个。这些项目一旦敲定落地，总投资
将超400亿元，洋浦石化产业的下游
产品将更加丰富，有助于为洋浦高质
量发展夯实基础。

未来，从补链到强链
形成规模和资源优势，提升技术

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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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产业

石油，与人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每个人的衣食
住行都离不开石油生产
的下游产品。

今年7月，《海南省
高新技术产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印发，提出加
快发展石油化工新材料
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延
长石油化工产业链条，形
成上游勘探开发、中游油
气加工及综合利用、下游
新材料一体化发展格局。

作为石油化工产业
在海南的重要依托平台，
洋浦经济开发区的发展
十分关键。省委省政府
要求，洋浦要加强石油化
工产业链延伸与整合，让
园区生产的上游产品就
地消化，推动油气产业往
下游走、往高端走、往低
排放走，实现全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

为此，洋浦充分利用
油气产业上游资源和海
南自贸港政策优势，规划
建设石化新材料产业园，
并聚焦可降解塑料、改性
材料、高性能合成树脂、
特种工程塑料、特种流
体等石化新材料项目
进行精准招商，通过补
链、强链、延链，炼油、
烯烃、芳烃三路并行，
达到“吃干榨净”每一
滴油、实现效益最大化
的目标。预计到2025
年，洋浦的石化产业产
值将达到 1400亿元，
成为国内领先、世界
一流的绿色生态石
化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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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从原油到成品
不局限于加工处理五大类产品，不放过一滴渣油A

在位于洋浦的汉地流体材料项目
施工现场，工人在各自岗位上忙碌。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在洋浦一成
品油码头，工人进
行作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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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能力

17万吨热塑性弹体项目
6万吨PBST项目

100万吨乙烯项目
150万吨特种油项目
250万吨PTA二期项目

目前洋浦拥有：
千万吨炼油
160万吨芳烃产品
210万吨PTA
200万吨PET

和超千万方油气储备能力

在建项目为：

已签约项目为：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
司（简称海南炼化），是我省最大的炼
油企业，年炼油量达960万吨。

走进海南炼化中心总调度室，墙
壁上的大屏幕显示着整个炼油厂区
及码头的作业情况。调度室中央，几
名工作人员正在盯着不断跳动的数
据，掌握生产运行情况。“需要安排多
少物料，需要多少产能，产量多少，都
由这里发出指令。”总调度部副经理
于长江说。

油轮装载原油靠泊码头后，原
油会被通过管道输送到炼油厂的
原油罐，进行24小时静置脱水，进
入常压装置，再通过不同的生产
线，产出不同的产品。“常压装
置有液化气、石脑油、常一、
常二、常三等多条生产
线。”于长江指着电脑屏
幕上的全厂物料平衡示
意图向海南日报记者
讲解道，液化气生产
线生产的是民用液
化气，石脑油经过处

理后，可生产出芳烃
和抽余油，常一生产线
主要是生产航空煤
油，常二和常三生产
线主要生产柴油。

“经过上述的
生产线的加工处理
后，原油也被‘吃
榨’得差不多了，剩
下的渣油则进入减
压装置，再进一步进
行‘吃榨’。”于长江
介绍，渣油进入减压

装置后，同样会
经过不同的生
产工艺处理，

比如，经过加氢处理后，可生产出石
脑油、柴油；剩下的渣油送去催化裂
化装置加工处理，可生产出高标准的
液化气、汽油和柴油等成品油。至
此，原油基本已被“吃干榨净”。

“总的来说，原油主要产出汽油、
柴油、航空煤油、石脑油和液化气等
五大类产品。”于长江说，1吨原油可
以生产出合计约0.8吨优质的汽油、
柴油、航空煤油、石脑油和液化气，再
加上生产的其他产品，海南炼化的综
合商品收率高达92%，在中国石化系
统内名列前茅。

同时，海南炼化以占洋浦园区
70%的产值和占洋浦环境总容量
10%的环保气体排放，实现了高产
出、低排放。通过多项环保治理项
目，相继建成投产罐区油气回收系统
等环保装置，对全部重点生产装置和
设施实现网格化自动检测，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COD（化学需氧量）和
氨氮均实现超低排放，部分指标仅为
国家标准的十分之一。

而在海南炼化的下游企业当
中，海南汉地阳光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汉地阳光）利用海南炼
化提供的有机热载体生产润滑油；
海南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则对海南
炼化在炼油过程中产生的富氢瓦斯
进行提纯，提取出高纯度氢气返供
海南炼化使用。

芳烃是化学工业的重要根基，而
对二甲苯是用量最大的芳烃品种之
一 ，主 要 用 于 生 产 对 苯 二 甲 酸
（PTA），进而生产聚酯（PET），是合
成应用最为广泛的聚酯纤维原料，主
要用于生产纤维、胶片、薄膜等。

除了炼油装置，海南炼化目前拥
有两套芳烃生产装置，设计年产量达
160万吨，而原料就是该厂产出的石
脑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逸盛石化）就是紧跟海南炼化的
步伐入驻洋浦的企业，如今已投资建
设PTA和PET生产线。目前，该企
业具备年产210万吨PTA和200万
吨PET的能力，2020年产值180亿余
元。由此，洋浦的芳烃产业已经形成。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