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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基础量小工具 实现集团公司大效益
丁立海[1]

[ 摘  要 ] 本文结合贯彻十九大报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分析了国内成品油市场现状及

问题，解释了集团公司产销矛盾，介绍了基础量概念，论述了国内不规范市场对集团公司产销平衡

的影响，重点分析了采用基础量概念的意义：体现内部价格市场化改革，坚持市场导向，理顺各板

块之间的责任关系，激发产品结构调整的动力，确保实现集团公司大效益。同时，对于执行好基础

量政策给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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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集团公司成品油产量增长、销量下

滑，产销矛盾日益突出。以板块为效益主体、以计

划为龙头的经营模式还不能很好适应市场变化，对

集团公司生产经营、提质增效产生严重影响。如何

深化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强化企业以市场为导向、

以效益为目标的运行机制，激发各地区公司活力和

竞争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坚持

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报

告为集团公司炼化、销售业务的改革发展指明了道

路，理清了方向，为化解产销矛盾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国内成品油市场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国内成品油市场供大于求

需求侧：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成

品油需求增长乏力。从品种来看，随着制造业放

缓、大规模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趋稳，以柴油

为主的燃料需求出现了负增长。随着汽车走进家庭

进入乡村阶段，汽车销量以升级换代为主；主要城

市汽车趋于饱和，限行限号；城市雾霾治理，大力

倡导新能源电动汽车，汽油需求进入稳定缓慢增长

阶段。成品油需求结构（柴汽比）也发生了显著变

化，由高峰时 2008 年的 2.2 左右降至 2016 年 1.3 

左右。

供给侧：随着国内石油石化行业的繁荣发展，

炼油行业呈现了以“两桶油”为主体，多个国企进

入和众多地炼参与的竞争主体多元化局面，导致产

能增长控制难度大。一方面“两桶油”按照战略发

展和市场预测布局炼化业务，另一方面，零散的地

炼根本不考虑供需关系在夹缝中野蛮生长。这样就

导致国内产能急剧增长，炼油能力远远大于加工量。

截至 2016 年，国内炼油加工能力高达 7.3 亿吨，

而国内加工量 5.41 亿吨，炼厂加工负荷仅 74% 左

右，处于严重过剩状态。

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

力，2014 年起国家陆续向地方炼厂放开原油进口

和使用权，使地炼加工量大幅增长。随着新建装置

投产及地炼增加加工量，2016 年成品油产量增长

2.8%。因国内需求量低于加工量，导致成品油出口

量大幅增加，2016 年出口 4831 万吨。

综合国内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炼油产能过

剩、成品油产量大于需求量，导致国内成品油市场

资源过剩，供大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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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成品油市场价格体系混乱，走私、调

和油泛滥 

因成品油是征收消费税商品，税收占成品油

价格高达 40% 以上，走私、偷税漏税套利空间巨

大。走私油、调和油和地炼等低价资源冲击市场，

决定着市场价格。导致国内成品油批发价格大幅走

低，低于国家发改委定价 1400 ～ 2000 元 / 吨。比

炼厂的出厂价低 1000 ～ 1600 元 / 吨，导致批发环

节巨额亏损。比新加坡等国际市场价格还低 600 ～ 

1000 元 / 吨。

市场正常的价格体系大致是：炼厂出厂价 < 市

场批发价 ~ 国际市场价格 < 零售价。而国内不规范

的市场价格体系是：地炼出厂价 ~ 市场批发价 < 国

际市场价格 < 官方炼厂出厂价 < 零售价。

通常国际市场价格是公认的合理价格，而国内

的批发价格竟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除了税收因素，

已不能从正常的原油及加工成本去解释。以此作为

市场价，必然导致市场的混乱和迷茫。

1. 成品油零售行业成为暴利行业，通过市场采

购低价资源并在加油站出售，理论利润高达 2000

元 / 吨。导致大量社会资本投入加油站行业，加油

站投资、转让价格大幅上涨。

2. 没有下游零售业务支撑的炼厂，批发、出厂

价格倒挂，其成品油将亏损销售，使炼油、销售整

体业务亏损。

3. 相对国内批发价格，国际价格更高，则出口

可带来效益改善，导致近几年包括两桶油在内的国

营企业大幅出口成品油。

4. 因市场采购资源价格低，使零售业务有了大

幅让利的资本，加油站价格战此起彼伏，让利幅度

惊人。今年高峰时的让利幅度已高达 1 ～ 1.5 元 /

升，折算后 1300 ～ 2000 元 / 吨。

国内上述市场乱象和激烈竞争的局面，必然导

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出现，即依法纳税企业

将经营艰难，而规避监管企业大把盈利，导致进一

步的扩能冲动，整个产业链将进入恶性循环；没有

零售网络或者零售能力小于产能的实体企业将因批

发导致亏损。从行业看，整个行业的利润集中体现

在门槛低的零售环节，加油站成了社会资本的提款

机。长此以往，整个炼油行业将受到严重的冲击。

这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发展经

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要求背道而驰。与

“坚持新发展理念，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

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的要求不相适应。发挥政府作用加大税收监

管，构建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

劣汰的市场环境十分关键。

二、集团公司成品油产销矛盾突出

受国内市场资源过剩、价格体系扭曲等影响，

集团公司成品油产销矛盾日益加大，按照合理的市

场价格制定生产销售计划已无法适应市场变化，亟

待改革调整。

（一）炼油加工能力大，负荷低，盈利能力不强

多年来，随着中石油上下游一体化发展战略的

实施，炼油能力得到较好发展，总加工能力已达两

亿吨。但受制于下游销售能力制约以及内陆原油资

源不足影响，炼油加工负荷持续走低，加工量一直

维持在 1.5 亿吨，产成品油 1.1 亿吨。即便 2016 年

大幅盈利情况下，加工量也无法增长，加工负荷仅

75%。为维持加工负荷，出口大幅增加到 1123 万

吨。因出口价格低于出厂价，炼化企业出口成品油

积极性一直不高。

（二）销售面对两种资源，保后路与创效益矛盾

重重

多年来，集团公司成品油销售业务因不同时期

战略的变化错失了低成本发展机遇，加之新建加油

站成本大幅提高、大面积租赁站退租等因素，加油

站基本维持在两万座左右，并且相当比例加油站位

置偏远、纯枪量小、效益低下。零售能力仅 8000

万吨左右，每年有 2000 万吨成品油需在国内市场

批发销售，形成巨额亏损。随着国内加油站价格战

硝烟四起，目前的零售业务盈利能力也直线下滑。

同时，各省市销售企业迫切期望通过外采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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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直炼资源低 1000 ～ 1600 元 / 吨的低价资源，通

过加油站零售可获得可观的效益。销售板块每年外

采 2000 万吨低价资源，成为销售板块抵御批发亏

损的利器。外采对于销售板块的好处在于：

1. 摊薄了销售整体资源成本，可为省市公司下

属的合资公司提供市场化的低价资源，满足股东方

的利益诉求。

2. 通过采购市场低价资源，抽紧了低价资源，

有利于批发价格上涨，零售价格到位。

（三）集团公司一体化效益与外采创效冲突，无

法确保效益最大化

作为上下游一体化公司末端，销售板块必须

承担产业链后路责任，确保集团公司自产一亿吨原

油以及 3000 万吨陆上进口原油加工为成品油销售

出去，确保产业链价值的实现。这些资源加工的成

品油约 8000 万吨，与零售网络能力大致相当。再

增加原油加工的成品油理论上只有批发和出口两个 

渠道。

外采低价资源虽然利润丰厚，但其前提条件是

通过加油站零售出去。受制于网络能力限制，每年

外采 2000 万吨资源只有一部分可以进入零售环节，

其余资源基本相当于赚取批发差价。

零售网络能力成为效益最大化的短板，炼化板

块希望增加加工量增效，但增量将导致销售板块巨

额亏损；销售板块希望增加外采量增效，但相应的

炼化板块则要减少加工量减少效益。这种冲突无法

确保集团公司效益最大化的实现。目前现状下，尽

快实施市场化改革，引导炼油、销售两个板块以效

益最大化为目标组织生产经营十分必要。

三、基础量概念体现市场化改革方向

为实现内部市场化运作，2016 年集团公司推

出了炼销两个板块汽、柴油交货的基础量、额外量

概念。所谓基础量是指参考零售量、按照官方出厂

价交接的汽柴油量，而额外量则是指按照市场批发

价交接的剩余汽柴油量。设定基础量、额外量的出

发点是：

（一）集团公司产业链一体化刚性运行，上下游

紧密衔接，价格、产量的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简单按照市场价进行内部市场化改革，则带

来炼化、销售效益的巨大变化，具有极大的风险和

不确定性。如保持现有定价现状，则炼厂不了解市

场行情，不能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结构调整。

（二）以营销网络能力为基准确定基础量，则额

外量实现了内部价格市场化改革

既确保集团公司一体化运行不受大的冲击，又

能很好实现市场化运作，使集团公司真正以市场为

导向，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组织生产经营。

基础量概念很好地匹配了国内市场特点，并将

市场价格向上传导到炼厂，从而指导炼厂结构调整，

确保效益最大化。体现了市场化方向，兼顾集团公

司一体化实际，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是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思想的具体体

现。基础量概念的实践意义重大，具体好处如下：

1. 确保了国内自产原油的加工后路。勘探板块

通常每年自产原油 1 亿吨，生产成品油 6600 万吨，

按照基础量 8000 万吨的规模可保障自产原油的正

常加工，顺价销售。

2. 虽然仅是部分实现了内部价格市场化，但同

样为炼化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催生了调整产品结

构的动力。将使炼厂主动将石脑油、蜡油等原料由

生产成品油转为乙烯、芳烃和航煤原料，有利于产

销平衡，从而实现更好的综合效益。

3. 转移了批发给销售企业带来的巨额亏损，卸

下了高成本包袱，使省市销售公司效益好转，将极

大调动销售企业员工积极性，经营行为与效益目标

一致，而不是在保后路和创效益间徘徊，从而更好

地实现网络开发与增销上量。

4. 额外量价格指导下，炼厂出口成品油将由过

去的减利因素反转为增利因素，增加出口的积极性。

基础量政策未实施前，炼厂测算出口价格比留国内

出厂价低 600 元 / 吨。基础量政策实施后，炼厂测

算出口价格将比额外量价格高 1000 元 / 吨，出口远

好于留国内作额外量。国内竞争对手的经验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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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此结论：2016 年中化泉州炼厂因出口 200 万吨

汽油，较留国内批发增利 20 亿元。

通过基础量概念的应用，可实现内部市场化运

作，使炼化、销售各方的效益与集团公司整体效益

相一致，从而使各个板块更好地贴近市场，捕捉机

遇，制定出更加科学有效的生产经营计划，实现各

个板块效益的最大化，也是集团公司效益的最大化。

四、用好基础量概念的建议

（一）实施基础量概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基础量概念实施以来取得一定效果，但因各种

原因，存在问题也不少，使内部市场化的作用还不

能充分体现。主要表现在：

1. 基础量设置偏大，额外量不足甚至没有，销

售板块的成本压力仍大，而炼厂因没有额外量体会

不到市场的滋味。

2. 额外量均匀分配给所有炼厂，而不是分配给

可增加出口的沿海炼厂、可调整产品结构的炼化一

体企业，结构调整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

（二）发挥基础量功能应注意的事项

为发挥好基础量内部价格市场化的功能，建议

基础量实施中注意如下事项：

1. 应将额外量配置向沿海炼厂倾斜，引导加工

进口原油企业调整负荷，确保内陆接收自产原油的

炼厂生产稳定。

2. 通过额外量配置向沿海企业倾斜，引导沿海

企业加大成品油出口，大幅增加效益。

3. 应给予区外销售企业更高的额外量比例，降

低资源成本，提升区外销售企业市场竞争力。区内

销售企业因市场控制力强，网络健全，价格到位率

高，应减少或取消额外量配置。

4. 国内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智能化、互联

网 +、信息化等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对加油站零售

网络将产生深刻影响。另外，新能源电动汽车的推

广、环境治理也增加了加油站前景的不确定性，集

团公司应当加大战略研究，尽快制定网络开发规

划。在目前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加大自

有网络开发力度、逐步缩小产销差距一直都是改革 

方向。

5. 加强与政府的沟通汇报，引起相关部门对国

内成品油市场不规范、不健康现象的重视，加大税

收监管力度，核实地炼加工真实情况，持续打击油

品走私、调和油生产，争取早日恢复成品油市场的

规范、健康发展。

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说：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

新也没有止境。应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基础量概念不仅仅是一个管理小工

具，其包涵内部价格市场化改革方向，对坚持市场

导向，催生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动力，理顺产业链各

环节责任关系，确保各板块效益与集团公司效益一

致，不断实现集团公司的大效益，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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