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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收窄 并购加速

城燃行业迈入规模化发展阶段
■本报记者 李玲

中国石化设立
石化主业首支基金

本报讯 中国石化设立的首支基
金———恩泽基金日前完成工商注册，
总规模50 亿元 ，一期规模 20 亿元 ，
将围绕中国石化主业 ，通过财务投
资布局新材料 、新能源 、节能环保 、
高端智能制造 、人工智能及大数据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助力科技成果
转化 ， 为中国石化实现转型升级和
可持续发展培育新动能。

资本公司全力推进恩泽基金的募
集和设立工作 ，经过多轮谈判 ，最终
确定 3 家投资方，分别是由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 、工信部牵头发起的国家
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以及天津海河
产业基金和佛山市南海金融高新区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恩泽基金建立收益共享、 风险共
担的市场化机制，本着为基金及合伙
人追求投资回报的原则 ， 积极寻求
有投资价值的项目 。 该基金将落实
中国石化 “一基两翼三新 ”的发展格
局 ， 依托公司产业背景 、 产业链布
局 、技术孵化等优势，深入挖掘公司
内部及产业链上的优质标的， 强化协
同效应，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石文）

吐哈油田创新增注
技术降成本

本报讯 脉冲式放喷、井筒清洗、
提高压力……经过 7 个小时的连续
施工，8 月 31 日， 位于中国石油吐哈
油田三塘湖采油管理区的湖 47-131
井顺利完成微破压增注作业。

“微破压增注技术最大的优势是
成本低廉 、方法简单 ，与三塘湖以往
采用的酸化增注技术相比，增注吨水
成本下降 58.8%。 ”三塘湖采油管理区
注水主管工程师高连涛说。

微破压增注技术原理是利用地
层能量和外部加压的方式使注水井
多次脉冲式放喷，排出井底和井筒附
近储层杂质 ，再通过提升排量 、提高
施工压力 ，冲刷井筒炮眼 ，在近井地
带形成具有一定导流能力的人工微
缝，从而实现恢复和提高注水井注水
能力的目的。

年初以来，面对严峻的生产经营
形势，吐哈油田积极贯彻落实中国石
油集团公司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工作
部署，大力开展“战严冬 、转观念 、勇
担当、上台阶 ”主题教育活动 。 活动
中，三塘湖采油管理区钻采技术中心
注水技术人员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决心以技术创新、技术进步降低油田
注水成本、提高油气开发效益。

他们受近两年在三塘湖实施的
火山岩注水吞吐和清水压裂技术启
发 ， 在增注方式上提出新的技术思
路：以清水代替酸液 ，以物理手段代
替化学手段，通过高压打通近井地带
水流通道 ，让欠注井既能 “喝足水 ”、
又能降低增注成本。

此项技术于 2 月 25 日在湖 65-6
井试验实施后 ，取得明显效果 ，日增
注水量达到 11 立方米， 单井施工费
用比酸化增注降低 11.3 万元，有效率
达到 85%，截至 8 月底，吐哈油田采用
微破压增注技术， 开展了 27 口井的
施工作业， 节约增注成本 293 万元。

（罗建东 赵红）

云南石化获评全国石化
行业能效“领跑者”

本报讯 9 月 4 日，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召开石油和化工行业
能效“领跑者 ”发布暨节能技术交流
推广会，发布 2019 年度石油和化工行
业重点耗能产品能效 “领跑者 ”标杆
企业。

作为中缅原油管道重要配套项
目，中国石油云南石化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一次投产成功，实现安全稳定连
续运行，已累计加工原油 3252 万吨，
实现工业总产值 1720 亿元。

云南石化积极践行绿色低碳发
展战略， 提前进行低碳发展布局，确
定绿色发展行动计划。 通过持续开展
技术节能创新 、能耗定额管理 、能耗
指标竞赛等方式 ，持续推进 “能效提
升”计划，强化节能减排管理，挖掘装
置用能潜力，推动系统管理优化和产
品结构优化节能。通过生产装置间直
供料、蒸汽系统平衡 、氢气资源优化
利用、低温热综合利用等措施 ，技术
和管理多管齐下 ， 持续强化能耗管
理，聚焦提质增效升级 ，摸索出一条
技术含量高、资源消耗低 、环境友好
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面对疫情和低油价冲击， 云南石
化逆势突围， 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和
效益实现保卫战， 进一步向精打细算
要节能降耗，向技术进步要节能降耗，
向生产管理创新要节能降耗， 向对标
管理要节能降耗，查弱项、补短板、强
优势，创投产以来最高水平。 （李春文）

关注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中国石油呼和浩特石化公司精准扶贫侧记

“咱们平新村的‘积分争星’真挺好，去
年我们家就兑换了不少日用品。 ”8 月 4 日
一大早，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突泉镇平新
村“爱心积分超市”里，村民庄玉香一边接
过用“爱心积分”兑换的花生油，一边感谢
中国石油呼和浩特石化公司驻村帮扶干部
陈书祥，“谢谢你们的无私帮助，我们的日
子越过越舒心! ”

小小的“爱心积分超市”见证着呼石化
决战脱贫攻坚的成果。 从改造农田基础设
施、发展养殖业到推动村内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村集体经济、推动农民素质提升，多措
并举使得平新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彰显了石油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平新村位于突泉镇政府南部 13 公里
处，曾是全镇重点贫困村之一。全村有 3 个
自然屯，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1 户 76 人。
这里生态环境脆弱，十年九旱 ，粮食产量
低，收入少，年复一年，“穷根”越扎越深。

作为定点帮扶单位的呼石化， 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经过深入调查分析，“立足农
田，产业扶贫”成为呼石化为“穷亲戚”脱贫
致富、增产增收开具的“良方”。

“方子”开好立刻“抓药”。 2012 年，呼
石化投资 116 万元为平新村打机井 35
眼，建设井房 35 座 ，安装了电力 、水利配
套设施和设备。 一片片绿茵茵的玉米苗，
与此相映成景的是中间一座座粉红色的
机井房。 当年，全村新增水浇地面积 3800
亩 ，玉米年增收达 150 万斤 ，人均年增收
2200 元左右。 2018 年，呼石化又投入 3.7
万元，维修机电井 23 眼，确保了村民稳定
增收。

利用农田增产增收的目标达到了，怎
样让村民致富呢 ？ 呼石化与平新村党支
部、村委会反复商议，投资 20 万元支持新
建 7 座温室大棚。 看着大棚内长势喜人的
香瓜， 村民吴桂林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你看我这一棚香瓜， 咋也能卖个 2 万多
块钱。这多亏了呼石化，给我补助了钱，建

起了温室大棚。 ”
为了拓宽农民增收途径 ， 增加牧业

养殖收入 ，呼石化先后出资 12.4 万元用
于扶持农户发展肉羊养殖项目 。 2012
年， 公司与镇政府制定了肉羊养殖实施
方案 ， 在当年末购进优质基础母羊 738
只，使全村户均养羊达到 5 只。 2013 年，
再次帮助平新村购入基础母羊 289 只 。
2015 年投资 30 万元用于发展肉羊养殖，
推动和拓宽了平新村的农民致富增收技
能和途径 ， 现在平新村的肉羊养殖队伍
已经在群众中发展壮大 ， 养殖户已稳定
在 40 余户。 2018 年，平新村通过集体议
事，决定发展集体经济 ，增强自我发展能
力， 集体养殖肥牛 。 他们将呼石化年度
60 万元扶贫资金整合使用 ，改造集体牛
舍，买牛、买饲料、雇人工。通过集体方式
养牛， 去掉总投资 ， 每头牛最低可盈利
6000 元 。 “人均一头牛 ，吃喝两不愁 ；人
均两头牛 ，致富有奔头 ；家有三五头 ，小

康富流油”，这句顺口溜就是对平新村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最贴切的形容。

2018 年初，突泉镇党委书记、镇长、平
新村书记到呼石化与公司党政领导商讨帮
扶方案后，决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帮助提
升村级治理能力。呼石化决定联合平新村，
加强村级治理服务能力， 打一场精准的脱
贫攻坚战。 为了激发农户参与村级治理积
极性，提升乡风文明，培养新型农民，呼石
化从“热心集体公益、树立美德新风、参与
乡村建设、环境卫生治理、奖励荣誉”五个
方面，制定了平新村贫困户“积分争星”管
理办法，设立了积分争星“爱心超市”，帮助
提升村级治理能力和水平。

现在的平新村，平整的水泥路两侧，农
户家家砖墙围院、整洁干净；放眼大地，绿
油油的庄稼丰收在望；集体牛舍内，一头头
肥牛个个体格壮实、 毛色发亮……这一切
的变化， 让每一个庄户人脸上满含着幸福
和满足。 （周建忠 田红营）

浙江自贸区保税燃料油国际船舶加注业务逆势上扬，今年 1—8 月，浙江自贸区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完成保税燃料油
国际船舶加注业务总量达 281.3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14.3%。

图为浙江自贸区保税燃料油基地供油船正在岙山港区进行装油作业。 应红枫/摄

天伦燃气日前发布公告称，拟以 1.08
亿元收购位于陕西省子洲县的顺祥天然
气 100%股权。 就在天伦燃气发布公告的
前几天，成都燃气也发布公告称，拟以 2.8
亿元收购成都凯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并于近期完成签订相应的《股
权转让协议》。

今年以来，城燃企业的并购案例远不
止于此。随着近年来我国天然气市场的发
展， 下游城燃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通
过并购方式快速获得客户、抢占市场渐成
趋势。

并购频频

据相关人士透露， 天伦燃气此次拟收
购的顺祥天然气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子洲
县， 主要从事居民供气、 燃烧气具安装、
CNG（压缩天然气）加气服务业务，目前拥
有中石油销售陕西分公司气源， 有较高的
毛利率，服务于居民用户 5 万人，已开发工
商业使用者近 1000 户。

“通过收购目标公司，可与该集团在陕
西省运营的米脂县和吴堡县项目形成战略
协同效应，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陕西省燃
气业务覆盖范围打下良好基础。”天伦燃气
表示。

成都燃气拟收购的凯能公司位于成都
市温江区的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已签订《城
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合同》，特许经营期限
30 年， 特许经营区域合计约 180 平方公

里，占温江区总面积的 2/3。
成都燃气称， 公司参与凯能公司的投

资和经营是实现公司“构建大城燃”战略目
标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 成功打开温江燃
气市场， 将成为公司在大成都范围内市场
拓展的坚实一步， 对公司后续的投资并购
产生示范效应。

除此之外，今年 8 月份，大连派思燃气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 拟分别以
5.52 亿元、5.43 亿元收购山东美源辰能源
有限公司 、 山东豪迈新能源有限公司各
100%股权，切入山东省城镇燃气市场。

市场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至今年上
半年， 城燃行业并购次数达 76 次， 其中
2019 年以后的并购达 40 次，超过一半。 并
购次数最多的为中国燃气，达 18 次，其次
为深圳燃气和新奥能源，均为 13 次。

利润收窄或是主因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 ， 近两年随着
我国天然气市场发展进入平稳期 ， 以及
日趋严格的监管政策不断出台 ， 燃气行
业利润正在收窄 ， 成为推动下游燃气领
域并购的主要动因 ， 城燃企业将降低项
目开发量 ， 转而通过收购等方式扩大业
务范围 ，尤其是 2019 年以来燃气企业重
组并购事件频频。

近几年，国家相关部门先后发布《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
意见》《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深化价格机制

改革的意见》《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
导意见》《关于规范城镇燃气工程安装收费
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加强对城市燃气相关
业务的监管， 明确区域管网收益率不超过
7%、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费的利润率不得超
过 10%。

“近年来天然气行业出现了一些新变
化，其中规范燃气工程安装费相关政策的
出台以及国家管网公司的成立对城燃企
业并购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深圳市前
海瑞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石峰指出 ，“一
些盈利情况和现金流特别好的项目、新三
板挂牌企业以及一些地方民营燃气集团
项目开始有出售意向；还有一批单体的国
有城市燃气公司， 因工程安装费下降，从
盈利转为亏损，开始寻求专业的城市燃气
公司参与混改。 ”

此外， 国家发改委及多个地方监管部
门也在加强对城市燃气企业的监管， 力图
降低收费水平、减少收费名录，导致中小型
城燃企业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未来城燃企业估值大概率会进一步下
行，因此，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寻求外延式并购
整合是许多中小型城燃企业的重要转型选
择。 ”一位不愿具名的燃气行业人士表示。

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近几年， 在城镇化率提升和煤改气政
策的影响下， 我国天然气下游领域高速发
展，港华燃气、新奥能源、中国燃气、华润燃

气等在内的五大燃气公司大力开拓市场范
围，积极开展并购，市场竞合加剧。 在业内
人士看来， 虽然我国城市燃气企业数量众
多，但随着城市燃气企业间的竞争与合并，
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

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有城市燃气企业
超 3000 家，其中，昆仑能源、新奥能源、华
润燃气、 中国燃气和港华燃气在内的五大
城燃企业市场占有率超过 70%。

中国油气智库联盟专家刘满平指出，
城燃行业正进入集团化、规模化时代。 “城
燃寡头企业由增量竞争进入了存量竞争，
竞争更加白热化。与先前市场拓展相比，未
来的竞争不再是增量市场的竞争， 而是对
现有城燃企业利益格局的重整， 是存量市
场的重新洗牌，‘大鱼吃小鱼’ 式的重组和
并购趋于明显。 ”

“随着国家管网公司成立，我国油气体
制改革走向深入， 城燃企业要与更多的市
场主体去谈判， 小燃气公司资金不足将逐
渐丧失市场竞争力。 比如国家管网管容拍
卖，大的公司有实力去竞拍，小公司就没有
优势，这样倒逼市场‘优胜劣汰’。 ”上述不
愿具名的燃气行业人士说。

“在天然气行业改革叠加此次新冠疫
情影响下， 未来很多地方的小型燃气企业
盈利能力会大幅下降甚至亏损、 现金流可
能出现大问题， 城市燃气行业将可能出现
项目出让和收购整合的高潮， 国内几家大
型燃气集团为代表可能会加快并购步伐。”
刘满平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