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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为导向改善供给侧产品结构的 

模式创建与实施
赵新亮[1]

[ 摘  要 ]中国石油华南化工销售分公司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在激烈的市场搏击中逐渐形成了“以制度流程为基础，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供需匹配为关键，

以产销研用为平台，以龙头用户为重点，以服务能力为保障”的改善供给侧产品结构的模式。该模

式的运用使装置高端专用化产品结构比例大幅提升，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管

理效益和社会效益。文章分析了以市场为导向改善供给侧产品结构的模式创建与实施背景和现状，

探讨了以市场为导向改善供给侧产品结构的模式内涵和措施及实施效果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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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到达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中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面临炼油产能过剩、综合成本高企、经营利润下降

等供给侧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石油全面发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围绕产业和产品结构优化、转型升

级，部署实施了多项重点改革举措，打了一场供给

侧改革攻坚战。销售业务是产业价值链的最终环节，

处于与社会消费者联系最紧密的前沿，是企业产品

价值的最终体现者，也是发挥上下游、产销研一体

化优势的前沿基础。中国石油华南化工销售分公司

（以下简称华南化工销售或公司）充分发挥这些优

势，开展了诸多深化改革新尝试。

一、以市场为导向改善供给侧产品结构

的模式创建与实施背景和现状

面对国内近几年化工产能的急剧扩张，部分化

工产品出现供过于求、结构失衡局面。华南化工销

售积极研判市场，以占公司销量 40% 且未来增量翻

倍的聚丙烯产品作为切入点，超前谋划实施产品结

构优化、转型升级工作。

（一）供给过剩，市场格局面临重大调整

据统计，2019 年国内聚丙烯产能 2446 万吨，

未来三年全国聚丙烯新增产能 1445 万吨，产能增

长 59%，到 2021 年国内产能与消费量比将达到

109%，届时国内聚丙烯产能将出现绝对过剩。华

南区域 2019 年聚丙烯产能 470 万吨，未来三年聚

丙烯新增产能 240 万吨，产能增长 51%，2021 年

区域产能与区域消费量比达到 78%，市场尚存一定

供需空间。在全国聚丙烯产能过剩大背景下，大量

过剩聚丙烯资源涌向华南市场将成必然。

（二）供给劣势，产品高端化成必由之路

未来三年，中国石油将有 100 万吨聚丙烯增量

投放市场，其中 70 万吨以华南为目标市场，而中

国石油聚丙烯装置基地多集中在北方，生产地与消

费地的分离将意味着需要承担更高的运输成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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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议价能力较弱的低端产品，竞争力不强，效益

损失将加大。因此，通过新产品开发，优化聚丙烯

产品结构，生产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将成为中国石

油的必然选择。

未来三年，将有 585 万吨低成本的 PDH（丙

烷脱氢）、煤化工聚丙烯投放市场，占新增产能的

40%。受成本优势和工艺条件限制，将大幅冲击低

端聚丙烯市场特别是均聚低端市场。煤化工多数布

局在西北地区，PDH 大多布局华东、华北，而这些

地区与中国石油聚丙烯传统销售区域高度重叠，因

此，必然要让渡部分低端市场给低成本的煤化工和

PDH，产品走向高端化成必由之路。

（三）高端市场，新产品开发和渠道建设相互 

助力

华南区域聚丙烯约占全国消费量的 1/4，为各

化工企业必争之地，区域有壳牌、埃克森美孚、沙

特阿美等中外合资大型石化基地，也有中石化、中

海油、中石油石化基地，以及各大型民营企业基

地，这些企业能够满足 77% 的聚丙烯产品需求，尚

有 23% 的聚丙烯需要进口，其中高端产品占相当比

例。因此，中国石油通过华南市场布局开发新产品，

研发高端产品占领区域市场，空间将十分广阔。

二、以市场为导向改善供给侧产品结构

的模式内涵和措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华南化工销售形成了“以制度流程

为基础，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供需匹配为关键，

以产销研用为平台，以龙头用户为重点，以服务能

力为保障”的改善供给侧产品结构的模式。并在此

模式带动下开发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加快产品

结构优化升级，调整供给侧产品结构，抢占高端产

品市场，达到资源高效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参

见图 1），主要措施如下：

（一）推进新产品和服务变革，创新管理手段，

实施奖惩制度

产品结构问题，需先从内部管理入手，不断创

新完善新产品开发制度建设和激励机制，建立产品

开发长效机制，同时注重过程监管，从而全面调动

市场营销人员和技术服务人员发现、开发、推广新

产品的积极性。

图 1 改善供给侧结构模式

1. 制定新产品开发相关制度，建立新产品开发

长效机制。面对新时期繁重的新产品开发任务，统

一制定了《新产品开发推广管理办法》，同时配套制

定了《新产品发现开发推广奖励实施细则》，建立了

合理的新产品发现、开发、推广奖励分配制度，为

调动各参与方的积极性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根

据实际运行修订了《公司产品质量投诉处理办法》，

规定了各部门的职责、质量事故等级等，进一步明

晰了产品质量处理程序。此外，公司把服务投诉从

员工行为规范抽离，制定形成了《公司服务投诉处

理办法》，规范了公司人员服务投诉的机构与职责和

受理范围，建立了受理、调查与处理、监督与考核

三个方面的人员服务投诉程序。

2. 完善新产品开发考核方案，实施新产品开发

日常监管。公司在建立管理制度的长效机制基础上，

更加注重过程管控，建立了过程监管体系，使新产品

开发融入日常工作。在 KPI（关键绩效指标）考核体

系中，负责新产品牵头的技术服务处设立了“新产品

发现数量”“新产品研发或改进牌号数量”“高端专用

料（新产品）销量”考核指标，对销售业务处和销售

分公司设立了“高端专用料（新产品）销量”考核指

标，效益类考核指标中对新产品推广给予部分优惠，

以充分调动技术服务人员和市场营销人员的积极性，

激励和引导参与公司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工作。

（二）强化优势领域市场调研，持续精耕市场，

提供特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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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营销战略指引下，以市场和用户需求为

导向，依据区域、行业、用户类型进行市场细分和

目标用户群的选择，从市场营销、技术研发、生产

资源、战略规划等多个角度，深入了解用户需求。

1. 调研形式多样，关注细分市场。公司组织自

有力量和整合外部专业力量多渠道开展深入调研，

持续精耕区域市场，形成了以自有力量为主体整合

行业协会和第三方信息服务公司的“一体两翼”市

场调研形式。多渠道、宽领域的市场调研，为公司

渠道开拓、产品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利用信息手段，精准需求搜索。公司按照操

作简便、功能实用、界面友好的原则，开发运行了

常规市场走访记录填报系统、市场调研报告填报系

统，实现了“一人填报全公司共享，一人走访全产

品受益”的目标，运行几年来积累了海量数据，能

够实现各类别产品从市场供给到市场容量、从用户

到指标需求的详细一手市场信息搜索，为发现细分

市场、差异化需求提供了基础信息保障。

3. 量化识别需求，定位开发方向。经多方市场

调研和客户需求匹配，最终确定聚丙烯均聚和共聚两

大类产品的重点开发方向，聚丙烯均聚主攻纤维类

产品，其主要用于无纺布生产，其终端用途主要应用

于医疗、卫材、工业三大领域；聚丙烯共聚主攻中

熔抗冲类产品，其主要用于汽车、家电、日用品等，

区域已形成世界最大的家电产业集群，区域内知名家

电厂商有格力、美的、科龙、格兰仕、万和、志高、

华帝等，还有一些“隐形冠军”企业，以出口为主，

此外华南市场尚有大量中小家电企业及配套企业，尤

其小家电生产更是星罗棋布，其中有些以 OEM（定

点生产）出口为主，整体对抗冲共聚产品需求巨大，

且集中在被称为“中国家电之都”的佛山顺德。

（三）精细研究生产装置特性，开发高端产品，

实现高效匹配

依据细分领域的产品需求，细致研究目标产品

性能，挖掘用户需求背后的潜在细分需求，结合产

品性能指标、用户潜在需求，结合专业优势，挑选

合适的装置组织生产。

1. 质量功能展开，转化用户需求。质量功能展

开（ QFD）是一种利用矩阵将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对

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将市场对产品

的质量需求转化为相关的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的方

法，它体现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产品开发过程

中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的系统化、用户驱动式

的质量保证与改进方法。QFD 工具的运用，使用户

细分需求无差别转换成相应的研发、生产技术指标，

研发、生产部门只需针对重要技术指标进行攻关，

研发、生产的产品即可满足用户需求，大大节省了

沟通、改进成本。

2. 加强情报搜集，对标国际一流。强化市场同

类产品信息搜集，对标国际一流产品，剖析性能指

标，将市场口碑佳、认可度高的产品作为对标牌号。

其中高端卫用纤维产品对标国外某公司的 3155E3

产品，高端家电用中熔共聚产品对标国外某公司的

AW564 产品。

3. 发挥工艺优势，创建工艺壁垒。充分发挥生

产装置工艺特性，以确保生产装置“安、稳、长、

满、优”运行，做稳定供应的高端产品；力争充分

体现生产装置工艺特性，做到其它装置工艺难以替

代，做有装置“基因”的高端产品，从而实现产品

“产得好、销得俏、叫得响”。高端卫用纤维产品采

用大连石化 20 万吨 / 年聚丙烯装置，在原有工业纤

维料基础上开发高端卫用纤维产品；高端家电用中

熔共聚产品采用抚顺石化 30 万吨 / 年新聚丙烯上装

置，“产销研用”协同立项开发高端产品。

（四）依托产销研用开发平台，搭建交互桥梁，

增进互利合作

公司发挥产销研一体化优势，完善以用户为中

心的开发合作平台，将生产企业、销售、研发等资

源有效整合起来，充分发挥中国石油橡塑产品生产

能力强和下游企业加工应用能力强的双重优势，携

手区域高新技术企业，精准定位，强强联合，开发

符合市场需求、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提

高平台参与各方的市场竞争力，实现互利多赢（参

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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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产销研用开发服务平台

产品引入产销研用一体化开发合作平台后，研

发部门根据产品指标要求，进行小试、中试的催化

剂、助剂选择和生产工艺摸索，产销研用协同对小

试、中试样品进行现场加工应用评价，并对试验结

果进行实时研讨，确定产品研发改进方向。中试产

品满足用户要求后，进行工业化放大生产，产销研

用共同研究应对产品放大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产销

研用协同发力，产品改进迭代周期加快，大大缩短

了研发周期。其中高端卫材纤维产品从立项开发到

批量生产仅 2 个月时间，比中国石油同类产品开发

周期缩短近 5 倍。产品经过用户严苛加工和制品评

价，其质量达到 3155E3 同类产品水平。高端家电

用中熔共聚产品从立项开发到批量生产，历经 2 次

迭代升级改进，仅 6 个月时间其产品质量就达到

AW564 同类产品水平，远短于同行数年的开发周

期。产品的快速开发成功，较大改善了聚丙烯产品

的结构，达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专。

差异化竞争，提高了资源总体效益。

（五）主攻优势行业龙头企业，持续加强推广，

发挥头雁效应

龙头企业的开发必将带动公司的新产品开发

和推广，新产品开发又将反促新用户开发，使得

新产品开发、新用户开发有机结合起来，相互促

进，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公司新开发的产品在家电

龙头——美的集团、高端卫材无纺布龙头——必得

福无纺布带动下，年度内成功开发出另一行业龙

头——广东白云清洁集团有限公司，白云清洁集团

是酒店、市政等工商行业清洁设备的龙头生产企业，

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60%。

（六）由供应商向服务商转变，提供精细服务，

实现服务增值

公司全面推行售前“参与化”、售中 “贴身化”、

售后“高效化”服务，形成了“三化”服务标准，

全面实施及时服务、延时服务、加时服务和随时服

务“四时”服务。高端化、差异化的产品和“三

化”“四时”服务，使公司拥有一批扯不断、拉不走

的“铁关系”用户，双方的关系由单纯的价格博弈

转变为合作共赢。

三、以市场为导向改善供给侧产品结构

的模式实施效果和影响

（一）供给侧改革经济效益初显

大连石化高端卫材纤维 H39S-3 产品装置产

量占比，从 2017 年不到 20% 增长到 2020 年接近

90%，比通用产品高 500 元 / 吨，在疫情期间保证

了口罩、医用防护服等重要医疗物资的生产；抚顺

石化高端家电用中熔共聚 FC709M 产品装置产量

占比从 2017 年不到 9% 增长到 2020 年接近 30%，

比通用产品高 450 元 / 吨，其质量被美的集团等多

家小家电企业广泛认可，两类产品的开发均取得了

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市场为导向理念深入人心

通过以市场为导向改善供给侧结构模式的创

建，使公司初步形成了“以制度流程为基础，以用

户需求为导向，以供需匹配为关键，以产销研用为

平台，以龙头用户为重点，以服务能力为保障”的

改善供给侧产品结构的模式，各部门员工主动参与

新产品发现、开发、推广过程，员工的市场意识、

效益意识不断增强，每个员工都置身于主人翁地位，

形成了全员参与市场调研、持续改善供给侧结构的

文化。

（三）高端化产品提升品牌形象

通过以市场为导向改善供给侧产品结构的模式

创建，在细分领域初步树立了中国石油高端化品牌



Journal of BPMTI
2021年2期36

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形象，公司下一步将在更多品种上复制该模式，打

造更多、更具竞争力的高端产品，从而进一步提高

中国石油品牌形象，力争形成高端产品促进品牌形

象提升，品牌形象反促进高端产品开发的良性格局。

四、结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环境和日益激烈的全

球化竞争，华南化工销售站在全新的历史方位，牢

牢把握新时代新契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管

理制度创新，优化开发、服务制度流程，建立长效

机制的同时优化了日常监督考核，建立了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的产品开发和服务管理制度；通过管理方

法创新，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创新使用 QFD 质

量屋工具，结合工艺优势对标国际一流，建立了从

市场需求到产品指标直至装置工艺的创新方法；通

过管理理念创新，以“服务一体化”理念建立了产

销研用开发平台、技术服务站和联合实验室，以

“纲举目张”营销管理理念建立了龙头用户开发激励

机制。为中国石油化工产品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

探索出了符合新时代市场需求的改善供给侧产品结

构的模式，并在该模式指导下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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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整评价制度

成果评价方面，根据不同类型科技项目的特

点，建立科学合理、各有侧重的评价标准。应用基

础研究类项目，以同行专家评议其原创性、创新度

为主；技术攻关类项目，以专家与应用方代表相结

合的方式评议其实际应用价值和效果。人才评价方

面，要以激励科技人员在刻苦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做

出大贡献为目标，健全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

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改变目前在

职称评审、专家评定等工作中对各个层级人员均过

度强调项目、论文、获奖数量的状况。

（五）宽容创新失败

科技创新是面向未知的认识和探索活动，研究

过程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最终结果也存在失败的

可能性。为鼓励创新，激励科研人员敢为人先、勇

于冒尖、大胆质疑，必须建立科技创新宽容失败、

容忍犯错的机制。

1. 要从立项开始，从管理理念上建立项目风险

性思想，鼓励科技人员敢于挑战技术难题、进军未

知领域。

2. 在项目研发过程中，经过评估后，应允许科

技人员调整项目方向、路线，甚至终止项目。

3. 在项目验收评价中，应允许科技人员在合理

理由前提下未能全部完成预定的研究目标。同时，

要加强科技人员诚信建设和监督，建立健全科研诚

信审核等有关制度和信息公开、举报投诉、通报曝

光等工作机制，避免容错机制成为个别科技人员不

担当、不作为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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