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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销售零售网络发展策略研究
刘沣东[1]

[ 摘  要 ]加油站零售网络是成品油销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一个市场内，谁的加油站网络占

比大，谁的市场话语权就大，谁就是这个市场的主导者。随着我国汽车销售量增速下降，受新能源

汽车替代影响，成品油消费市场增速放缓，陕西成品油零售市场出现中石油、中石化、延长壳牌、

社会加油站“四足鼎立”的竞争格局，企业效益严重下滑。文章通过对陕西成品油零售网络现状、

发展遇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明确了陕西销售零售网络发展策略，即在实现规模增长的同时，重点

突出发展质量和效益，并提出了策略落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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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全球一体化格局的逐步形成，全球经济

局势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中东地区国际局势的影

响之下，全球石油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对

开发和应用新能源技术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自改

革开放以来，石油市场与国际逐步接轨，在全球格

局影响下，我国成品油行业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化

与复杂化，作为直接面向客户的成品油销售终端的

加油站，则成为了销售企业的核心利润源泉。所以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加油站网络建设项目成功或失

败将会对成品油销售企业发展与生存产生决定性的

影响。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和一系列风险挑

战，主动适应经济形势和市场变化，陕西销售必须

持续强化网络建设，扩大企业规模，壮大企业实力，

保持企业发展的根基，在困境中不断谋求创新发展 

思路。

一、当前陕西成品油零售网络现状

2018 年，陕西省市场成品油销售总量 810 万

吨，其中：中石油、中石化、延长壳牌、社会加油

站分别销售成品油 393 万吨、125 万吨、188 万吨、

104 万吨；共有运营加油站 3135 座，其中：中石

油 1000 座、中石化 403 座、延长壳牌 333 座、社

会加油站 1399 座。

（一）陕西成品油零售市场情况

陕西省位于中国内陆腹地，东邻山西、河南，

西连宁夏、甘肃，南抵四川、重庆、湖北，北接内

蒙古，居于连接中国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南的

重要位置。全省总面积 20.6 万平方公里，下辖 1 个

副省级城市、9 个地级市和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全省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17.7 万公里，其

中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5475 公里，截至 2018

年末，常住人口 3864 万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2.4 万亿元。2007 年陕西省机动车保有量

突破 100 万辆，2018 年达到 753 万辆。

近年来，尽管生产总值、人口及车辆的持续

增加，但成品油消费量、成品油消费量与生产总值

的比值却呈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汽油消费

量增幅较大，但柴油消费量降幅较大，从 2014 年

至 2018 年，汽油消费量增加了近 100 万吨，柴油

消费量降低了 200 余万吨。成品油消费量与生产总

值的比值由 2014 年的 0.054 万吨 / 亿元快速降至

2018 年的 0.031 万吨 / 亿元，累计降低了 0.023 万

吨 / 亿元。柴油消费量的急剧降低是导致成品油消

费量与生产总值的比值下滑的主要原因（见表 1）。

[1] 刘沣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第 72 期党校培训班学员，中国石油陕西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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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陕西省成品油市场消费量情况表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GDP（亿元） 17689 18276 19241 21899 24438

成品油消费量（万吨） 948 898 820 785 810

其中：汽油 312 391 390 395 410

   柴油 636 507 430 390 400

亿元 GDP 油耗

（万吨 /亿元 )
0.054 0.049 0.043 0.036 0.031

其中：汽油 0.018 0.021 0.020 0.018 0.016

   柴油 0.036 0.028 0.023 0.018 0.015

未来几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

进、陕西自贸区建设步伐的加快，陕西成品油市场

的柴油需求将略有增长，全省汽油需求增速放缓。

预计到 2020 年成品油需求总量预计为 835 万吨。

目前，陕西成品油竞争呈现四足鼎立态势，以

中石油、中石化、延长石油三大国有企业为主，同

时社会单位利用地炼、民炼资源进入市场抢夺份额，

也占据了一席之地。随着福建、莆田系等民营企业

凭借其机制灵活等优势快速进入市场，成品油市场

竞争主体逐步呈现出“3+N”的模式。

（二）陕西成品油零售网络情况

陕西成品油销售市场错综复杂，发展形势极为

严峻。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陕

西省省属企业，是国内拥有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

资质的四家企业之一，覆盖了石油和天然气勘探、

开采、加工、管道运输、产品销售全业务链。2018

年延长石油全年加工原油 1316 万吨，成品油产量

1010 万吨，连续 12 年保持千万吨以上稳产，是陕

西乃至中国西部地区首家世界 500 强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 3100 亿元以上、实现税费 415 亿元，财政

贡献连续多年保持陕西省第一和全国地方企业前列。

2019 年 1 至 8 月，延长石油生产原油 767 万吨，

加工原油 876 万吨，保持稳中有增。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壳牌

（中国）有限公司、陕西天力投资有限公司三方股东

共同注资成立了延长壳牌石油有限公司，其中陕西

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壳牌（中国）有

限公司分别占股 46%、45%，陕西天力投资有限公

司占股 9%，延长壳牌石油有限公司短短几年间运

营加油站已经发展至 333 座，其快速扩张引发了市

场激烈竞争。

截止目前，中石油加油站占比 32%，中石化加

油站占比 13%，延长壳牌加油站占比 11%，社会

加油站占比 44%（图 1）。2018 年，中石油、中石

化、延长壳牌、社会加油站成品油市场占有率分别

为 48%、16%、23%、13%（图 2）。

中石油 中石化 延长壳牌 社会站

44%

32%

13%

11%

图 1 加油站占比情况

中石油 中石化 延长壳牌 社会站

48%

16%

23%

13%

图 2 市场份额情况

对以上陕西成品油零售市场以及成品油零售网

络现状分析可知，随着中石化、延长壳牌成品油零

售网络的快速发展，中石油市场份额逐步萎缩，市

场主导地位受到严重影响，陕西销售公司加油站占

比的持续降低是导致其市场份额跌至 50% 以下的主

要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

得优势地位，不断提高市场份额，巩固市场主导地

位，迫切需要稳步提升加油站占比。

二、当前陕西销售公司成品油零售网络

发展遇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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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陕西销售公司成品油零售网络发展存在的

问题及原因分析有以下六点：

（一）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省属企业，网络发展政

策环境亟待改善

延长集团作为省属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陕

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与陕西延长石油（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组建成立“陕西高速延长石油有

限责任公司”，合作运营陕西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加

油站。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将新增高速公路沿

线服务区加油（气）站全部交由延长集团经营。尤

其是近年来，政府支持延长集团的力度愈发加大，

2015 年，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为延长集团商务

立项 200 座加油站；2016 年，研究解决延长壳牌

便利加油站建设问题。如何实现陕西销售网络持续

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是当前应该积极

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二）低价成品油冲击市场，零售网络获取成本

大幅提高

近年以来，来自部分省（区）的低质、低价、

低标号“三低”油品不断冲击陕西省成品油市场，

对陕西省工业稳增长、环境治理、安全生产及市场

经营秩序造成不利影响，陕西成品油批发市场充斥

着比主营炼厂低 1700 ～ 3000 元 / 吨的低价油，对

市场正常价格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拉低了行业整

体价格水平，陕西销售公司加油站处于降价亏损，

不降价无量的尴尬境地。社会加油站获利丰厚，业

主惜售、惜租自营网络，到期收回或租赁费大幅增

加成为常态。

（三）经济测算标准与市场实际价差不符，网络

开发竞争力较弱

在经济效益测算方面，经济测算的批零价差与

市场实际批零价差存在一定差距，与竞争对手在投

资效益测算方面不具有优势，给项目决策带来一定

困难。延长壳牌一直以来均按市场批零价差进行效

益测算，社会加油站经营个体从中石油、中石化、

延长壳牌的市场争夺中得到利益，租赁站业主受同

行高价引诱，与我们合作意愿降低，不断增涨加油

站租赁费，租赁到期加油站大幅增长租金，企业利

润空间不断被压缩。新建或者收购加油站可研与市

场差距较大，达不到内部收益率测算标准，低估了

加油站的现实价值。

（四）土地竞拍价格屡创新高，网络建设成本大

幅攀升 

随着政府对加油站用地的管控力度不断加强，

加油站土地的取得必须经过招拍挂程序，面对竞争

对手的步步紧逼，加油站“好地难选，选地好难”

的矛盾日益突出。2013 年 1 月，陕西销售参加西

安市未央区凤城十路以北，红旗路以西一宗占地面

积 16.6 亩（净用地面积 6.8 亩）的土地出让竞拍，

经过与中石化、延长壳牌及其他经营主体十余轮的

竞拍，最后以比起拍价格高出 116% 的价格拍得土

地使用权。2019 年 8 月，陕西销售参与西咸新区

一宗占地面积 6.9 亩的加油站用地，经过五家企业

74 次报价，最终以比起拍价高出 556% 取得项目 

用地。

（五）新能源汽车发展多元化，网络发展的方向

及前景不明确

2018 年，陕西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已稳居我国

新能源汽车主产省市 TOP3，仅次于安徽省和山东

省。从陕西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比重变化情

况来看，2016-2019 年比重逐年攀升；截至 2019 

年上半年，该比重达到 11%。近年来，陕西省以

“西安”为着力点，重点发展汽车产业、构建新能源

汽车全产业链；着力构建以西安工业大走廊、西安

高新区、西咸新区为依托，以零部件产业园为支撑

的“一走廊两区一园”发展格局，促进汽车产业集

群化发展。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主要分布在经开

区、高新区、西咸新区和航空基地。目前，陕西省

车企包括陕汽集团、比亚迪、吉利、跃迪等。比亚

迪是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龙头企业之一，而西安

则是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产业的母港。2018 年，比

亚迪 30GWh 动力电池项目落户西安高新区。同年，

宝能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在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开工，

目前仍在建设当中，建设中的宝能新能源汽车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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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总投资约 400 亿元，一期规划产能 50 万辆，达

产后产值将超过一千亿。甲醇汽车“全国试点”陕

西位列其中，为支持甲醇汽车发展，西安市成立了

甲醇汽车产业发展协调领导小组，统筹研究解决推

广应用过程中的重大问题。2018 年陕西省生产的新

能源汽车已到 13.85 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迅速，

对汽油替代量愈发明显，同时大众出行方式以及观

念的转变，共享出行对汽油需求形成冲击，汽油消

费量增速放缓。目前，重点发展加油站、加气站，

还是其他能源补给站，以及发展到什么程度，依然

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六）网络开发手段单一，合资合作发展网络推

进缓慢

1. 陕西销售合资合作项目起步晚，2018 年落

地第一个合资公司，缺乏相关专业人才，对解决推

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办法不多。

2. 陕西地区人员整体思想较为守旧，从经济发

展上而言，陕西整体经济与南方沿海和发达地区还

有些差距，在经济思想的活跃度和创新性上不足，

虽然合资合作近两年有所发展，但推进较慢，一定

程度束缚着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3. 开展特许经营的必要条件备案手续办理遇到

瓶颈。目前，陕西销售开发了四座特许经营项目，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阻碍。商务部门要求特许经

营加油站营业前必须完成特许经营备案手续，而陕

西销售作为中国石油分支机构，非独立法人单位，

不具备在地方备案资格。近期，主要竞争对手延长

壳牌已经完成特许经营备案，将在网络开发上多了

一个重要手段，对陕西销售网络发展造成了更大 

压力。

三、陕西销售零售网络发展策略

总体上看，未来一段时期，陕西销售仍然处在

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公司面临的发展环境

和发展内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要适应新时代形势

要求，需转变发展思路，在实现规模增长的同时，

重点突出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此，把握机遇，深

化改革，坚持油气业务协同发展，稳步提升加油

（气）站占比，不断巩固市场主导地位，努力推动公

司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

（一）深化改革，提升优化网络发展的体制机制

陕西销售 66 年的发展历史，是干部员工勠力

同心、攻坚克难、改革创新的奋斗史，公司多年来

谋发展、精管理、强党建、塑形象，各项工作稳步

推进。但是，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公

司遇到了内部经营亏损、外部竞争激烈的问题。在

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公司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

十九大关于国企改革的有关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

集团公司的决策部署，坚定信心、凝聚共识，全面

营造推进改革的氛围环境。目前，陕西销售全面深

化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全面深化改革中最关键的是

三项制度改革已逐步落实，“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能增能减”的运行机制已逐步形成。

在全面营造推进改革的氛围中，做细做实项目

开发、建设和投运工作，形成储备一批、在建一批、

投运一批的滚动发展格局。按照“谁开发，谁受益”

原则，激发员工网络开发热情，将考核激励政策逐

级宣传到每一名员工，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员工给予

重奖，让员工切实体会到全员开发的益处，凸显网

建激励效应。

（二）紧盯政府规划，抢占新增规划零售网络

积极加强与地方政府沟通协调，坚持常态化汇

报。主动为政府科学规划建言献策，将企业规划与

政府规划有效融合。建立公司领导、责任部门和各

分公司三级对口协调责任体系，各分公司明确一名

班子成员负责与地方政府沟通协调，积极争取在新

规划站点、便利加油站建设、经营手续办理等方面

的政策，为企业发展创造条件。

对照“十三五”，紧盯“十四五”规划，对符

合规划选址的土地进行详细摸排，定期主动向商务

部门专题汇报，争取政府主管部门支持。优先开发

省会、地级城市中心和新区（开发区）加油（气）

站；全力争取高速站点，有效开发县城加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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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有序开发城市郊区、城乡结合部和重点乡镇加

油（气）站；谨慎开发国、省道和一般乡镇加油

（气）站；持续推进复投项目，对有土地、有证照的

关停加油站进行重新论证，详细梳理具备重新运营

条件的项目重新复投；依托商务部门下发实施意见，

与社会各界广泛合作，利用合作方土地加大城市便

利加油站的开发。

（三）大力发展合资合作，实现低成本低风险 

开发

加快与国资平台、国有企业、优质民企合作，

采取控、参股等灵活方式，实现多元化发展。从目

前市场中具有一定实力和信誉的业主中筛选一批项

目，充分利用我们的品牌价值，以较低的成本积极

促成控参股合作经营，低成本扩大市场份额。

延长石油集团作为陕西省最大的地方国有企

业，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陕西销售

作为中石油驻地央企，有着强大的集团力量支持，

并且在陕西发展历史悠久，有着成熟的网络布局和

固定的消费群体。因此，利用中石油在陕上下游一

体化的优势，综合谋划与延长集团战略合作的内容、

方式，加大与延长集团在成品油销售终端的合作，

尝试在零售网络方面与延长集团组建合资公司，打

破固有的“有我没你”的纯竞争关系，实现网络的

更优布局和发展，产生 1+1 ＞ 2 的协同效应。

（四）有序租购、特许社会项目，不断提升市场

控制力

认真对辖区内社会站点摸排，建立网点开发资

源库，对各个网点进行数据化分析，优中选优。本

着“一事一议、一站一议、一业主一议”的原则制

定差异化合作方案。主动出击，定责任、定人员，

紧盯目标站点，放下身段主动沟通，实现各个击破。

统筹考虑市场布局，针对关键位置、空白区域等难

取得的网点，对不具备租赁或收购的项目，采用特

许经营模式吸引合作方，扩大中石油销售网络整体

规模。

（五）以发展油气混合站为主，扩大加气网络

鼓励发展油气混合站，适当发展纯加气站。按

照油气并举、效益优先的发展原则，在不影响加油

的前提下，实施加气设施改造，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创效。纯气站方面，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发展，重点

针对城乡结合部增加 CNG（压缩天然气）加气站，

重点在陕北、关中等物流运输主要通道发展 LNG

（液化天然气）加注站。紧跟新能源发展趋势，积极

探索新能源发展业务，在西安等新能源发展较快区

域，提前布局，试点充电业务，探索研究加氢业务，

推动利用现有网点扩大优化业务范围、调整优化经

营模式。

（六）新增与存量统筹考虑，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与竞争对手的竞争策略上，时刻保持清醒头

脑，一是精准把握战略要点，长期保持对竞争对手

在资产质量方面的优势。对具有发展潜力的加油站，

要以“寸土必争”的勇气，全力拿下。二是深挖存

量站改造，实现低投资大回报。以城市中心站、旅

游景点站、城市新开发区加油站为重点，有效结合

全流程诊断优化、卫生间整治等工作，坚持因地制

宜、一站一策的原则，精心设计，合理规划行车道、

最大限度提高车辆通行率，深度挖掘老站创效能力。

三是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减少加油站改造停业对销

量的影响，提升创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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