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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油风险准备金来了，民企准备好了吗？
■本报记者 渠沛然

西北油田油气
销售双增长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中国石化
西北油田积极应对市场销售变
化，科学制定销售策略，前三季度
销售原油 483.22 万吨 、 天然气
10.68 亿方， 同比分别增长 1%和
8%，实现了疫情防控、攻坚创效双
胜利， 为新疆地方复工复产经济
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面对新疆两次疫情管控给
原油销售带来的影响， 西北油
田灵活制定销售策略， 实现困
境逆袭。 通过优化原油贴水、优
化原油流向 、 协调车辆通行 、
拓宽铁路运输等多种措施 ，提
高地炼企业接油积极性 。 协调
增加塔河炼化、 塔里木油田接
油 0.88 万吨， 保障了原油产销
系统平稳运行 。 9 月销售原油
49.96 万吨，同比增长 0.7%。 自 7
月二次疫情以来，及时办理人员
车辆通行证 100 余张 ， 实现了
“限行不停运”的良好局面。 1-9
月铁路运输原油 131.36 万吨，同
比增长 51.8%。

为最大程度提升天然气商品
量，坚持保气源供应，坚持保复工
复产，坚持保销量。 按照“保障重
点用户、挖掘潜力用户、发挥调峰
用户作用”思路，新增新疆邦凯公
司增销气量 36 万方，协调玉象胡
杨稳定供气日均 34 万方，及时恢
复西气东输供气， 前 9 月累计供
气 3648 万方。 同时积极履行国有
企业政治担当和社会责任， 采用
阶梯式气价、 对部分用户延期支
付气款措施 ，9 月销售天然气
1.05 亿方， 有力支持了地方企业
复工复产。

抓大不放小， 积极开展副产
品轻烃、液化气优质优价销售工
作。 通过强化产销和运输衔接、
用户和市场对接等多种方式 ，
保障副产品的全产全销 、 超产
超销。 1-9 月销售轻烃 9.76 万
吨、液化气 7.70 万吨，均超销售
计划运行。 （李瑞芝）

大庆石化“双节”
生产高效有序

本报讯 10 月 8 日， 中国石
油大庆石化乙烯产量今年突破
百万吨，“破百” 纪录刷新至 281
天，生产周期达到历史最短。 与
此同时，炼油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项目按照计划稳步开工 ， 常减
压、催化裂化、连续重整等主体
装置进入联合大检查、油运脱水
试压等阶段。

节日期间是企业安全生产关
键时期，大庆石化科学统筹，强化
过程管控，干部员工坚守一线，企
业生产经营工作平稳有序。

紧紧抓住国内乙烯产品市场
需求强劲的利好时机， 大庆石化
充分发挥炼化一体化优势， 按最
佳效益路线组织生产， 提高装置
运行管控水平。 做好节日期间物
料平衡和负荷调控， 优化匹配三
套裂解装置原料结构， 使装置保
持大负荷稳定运行， 乙烯日产量
在 3600 吨以上。

为强化责任落实，分厂值班人
员加强生产动态管理和组织协
调，车间值班人员随岗巡检，做好
生产受控和精细管理。 节日期间，
乙烯第六次实现年产量突破百万
吨，比 2019 年提前 3 天，主要业绩
指标持续向好。

“大乙烯 ”生产周期创造纪
录，“大炼油” 主体装置开工稳
步进行。 炼油结构调整转型升
级项目是推动石油精深加工 ，
推动“油城”发展转型的重点工
程， 今年 8 月 30 日项目全面中
交，随即进入开工阶段。

针对多套装置密集开工导
致人员紧张、公共工程产耗平衡
困难等问题，节日期间 ，大庆石
化各处室全 程 跟 踪 开 工 各 环
节，现场协调解决出现的问题。
为确保开工进度及质量 ， 炼油
厂每天 16 时召开开工协调会 ，
细化完善装置开工方案 、 工艺
操作卡 ， 严格落实各项生产准
备，保障全过程持卡操作，层层
把关、步步确认。

截至目前，350 万吨/年常减
压装置正在引入俄罗斯原油 ，
200 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分馏、
稳定系统进入油运脱水试压阶
段，120 万吨/年连续重整装置进
行重整反应与再生系统装剂及
核料位标定、 提升试验，“大炼
油”主体装置按照开工统筹稳步
推进。 （刘莉莉）

关注

长宁区块页岩气日产量跃居全国之首
本报讯 10 月 10 日，长宁-威远国家

级页岩气示范区长宁区块日产气量达到
2026 万立方米，跃居中国页岩气田日产量
之首。 至此，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长
宁公司成为中国石油首个页岩气日产量
突破 2000 万立方米的生产单位。

作为国内页岩气勘探开发的先行者，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坚决贯彻落实
大力提升勘探开发力度，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的重要批示精神，把页岩气作为产量快
速增长的“发力点”，把页岩气规模效益开

发作为提质增效的“着力点”，持续强化技
术攻关、精细生产组织、严守安全环保底
线，坚决在党和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把产量
搞上去，为建成国内最大的现代化天然气
工业基地攒足“底气”。

深化地层认识，精选“铂金靶体”。 根
据长宁区块各井区的地质特征，通过测井
解释、岩心分析、元素俘获、矿物评价等大
数据综合研究，认识到在地质甜点中还存
在甜点，在“黄金靶体”中精选出 2-3 米的
“铂金靶体”，坚持甲方主导，强化地质工

程一体化，严格执行“分区靶体设计+随钻
地震处理+精细元素分析+旋转导向控
制”的技术手段，精准实施“铂金靶体”，为
高产井培育奠定了基础。 宁 209H48-6 井
获测试日产量 73.58 万立方米。

优化压裂技术，提高储层改造率。强化
压裂可造性研究和技术攻关，升级换代“大
排量+段内多簇+暂堵转向+高强度加砂”
压裂工艺，加强压裂过程的动态跟踪，及时
优化调整施工方案，由“一井一策”转变为
“一段一策”， 在全面提升压裂时效的同

时，增强了缝网复杂程度，压裂效果得到
提高。 1-9 月，西南油气田公司在长宁区
块培育测试日产量大于 30 万立方米的高
产井 34 口，井均测试日产量 38.28 万立方
米，打造了两个“三百万方”页岩气平台。

精细生产管理，助力产量攀升。 严格
执行“日跟踪、旬纠偏、月总结”的动态管
理制度，定期召开动态分析会，狠抓老井
措施挖潜，有序实施带压下油管、气举、泡
排、柱塞、增压等工艺措施，有效控制递减
率，实现老井稳产增产。 （但霞 向欣荣）

基层连线

民营炼油企业首次被明确纳入成品油
风险准备金征收范畴。 2020 年一季度以
来，受多方因素影响，国家原油价格持续
低于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控下限，触发油价
调控风险准备金征收条件。 按照国家税务
总局有关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征管工作
部署，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税务局起草了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税务局关于征收油价
调控风险准备金的公告》（下称《公告》）。

《公告》自 2020年 10月 26日起实施，要
求在山东省内（不含青岛）注册登记的生产、
委托加工和进口汽、柴油的成品油生产经营
企业，应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定的征收标
准向主管税务机关缴纳风险准备金。

有业内人士表示，炼厂因二季度低油
价带来的“喜悦”被冲淡，今年是赔是赚仍
是未知数。 据市场反应，目前暂时未有大
规模征收准备金的迹象，多数炼厂对此事
仍处于观望状态。

征收细节明确

2020 年一季度末，国际原油价格大跌

至 40 美元/桶以下，国内零售价进入停调
状态，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征收条件得以
满足。 此公告推出使得民营企业油价调控
风险准备金征管提上日程，也明确了部分
征收细节。

一方面， 公告明确了风险准备金的
缴纳期限，意味着最快 10 月底，就会有
企业完成缴纳工作； 最迟 2021 年 2 月
底，完成缴纳工作，这对民企来说是不小
的挑战。

两种方式有利有弊，按季度缴纳可适
当释放部分现金流， 财政预算更为灵活，
而按年缴纳尽管可延缓资金流出时间，但
一次性缴纳可能会对资金周转产生不利
影响。

另一方面， 公告中提到征收主体变
化，2020 年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征收由
2016 年的财务部征收，改为当地税务机关
征收以后再上缴中央。

有业内人士指出， 此前由于国税、地
税分开， 地方负责征缴后会返还部分税
收， 用以扶持当地的炼化企业或者贸易
商。 现在，经济实力不强、财政紧张的地市
或许会减少返还比例。

在山东税务部门发文之前，河南省税
务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部门先行
发布了关于征收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的
相关文件或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油价调控
风险准备金征缴工作将成为下一阶段地
方税务部门的工作重点。

另外，征收标准采用分段计费，据了
解，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征收标准计算方
式应为零售价停调的每个计价周期中，综
合原油均价低于 40 美元/桶的部分对应
折算的成品油价格幅度，但具体参考的原
油品种暂未公布，因此具体的缴纳标准需
等待财务部统一公布。

地炼压力增加

“在 2016 年风险准备金的征收中，地
炼参与度并不高，考虑市场竞争公平公正
的原则，本年度地炼准备金的上缴将是大
概率事件。 据了解，中石油中石化炼厂都
已经计入成本，部分地方炼厂在上半年的
财务核算中也已经把风险准备金考虑在
成本计算之内。 ” 金联创成品油高级分析
师王延婷表示。

3 月 18 日至 6 月 11 日，成品油共历
经 6 个停调窗口。 王延婷表示，若按规定
幅度征收， 地炼缴纳的风险准备金额度
将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支出。 若正常缴纳,
二季度低油价带来的可观利润或将大幅
缩水。 而进入三季度以后，国内需求持续
疲软，地炼整体行情亦不乐观，整体盈利
水平大幅回落，“调控风险准备金的征收
对当前炼厂来讲无疑是又一盆冷水。 ”

“今年最大一场‘秋后算账’也使得二
季度低油价带来的喜悦荡然无存。 ” 安迅
思能源研究中心总监李莉说。

中宇资讯原油分析师张永浩表示，主营
炼厂和民营炼油企业两者因体量、 运营方
式、监管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油价
风险准备金的缴纳上也会出现明显不同，主
营炼厂将极大概率由集团母公司或上市公
司代缴， 风险准备金征缴的影响将被稀释，
但对于地方独立炼厂及民营炼化一体化项
目来讲，风险准备金征缴将直接影响财政预
算，可能会导致资金周转不灵。 “考虑到地方
企业受地方征收机关的监管力度远低于国
营炼厂，这实际上也给予地方更为灵活的操
作空间。 ”张永浩说。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从目前的国际原
油价格运行趋势来看，四季度仍然存在再
度沉降至原油地板价下方触发风险准备
金的可能性。

期待建立精细管理机制

“节能减排、油品升级是近年来成品
油市场的阶段性重点工作，但保障石油供
应安全以及应对国际油价大幅波动才是
该款项设立的核心诉求。 ” 张永浩表示。

从世界范围来看， 石油风险准备金以
及类似的专项基金主要是产油国通过国家
主权财富基金等形式存在， 例如墨西哥石
油收入调节基金等， 而消费国多数以税收
形式来调控油价风险。 “中国的油价调控风
险准备金制度在石油消费国内应该是比较
少见的案例， 实际上中国油价风险准备金
只是税收调控的一种补充形式， 并不会向
资产投资工具方向演变。 ”张永浩。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高新
伟则指出，每桶 40 美元的地板价不应该是
一个固定值,应是一个暂时动态值。 原油地
板价和配套的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制度尽
管符合中国成品油市场发展的阶段性需
求，但仍然会影响到成品油市场化的进程，
在后续的政策调整过程中， 政策制定者应
酌情考虑中国成品油市场的实际情况，适
当调整地板价设定值， 兼顾上下游各方利
益，营造充分竞争的成品油市场。

多位业内人士建议，该款项后续的使
用仍需建立细节更为清晰的调拨机制，并
将风险储备基金将主要投入上游勘探开
发环节，同时加强油品市场监管，实行精
细化油品税收管理。

为确保所维护的炼化装置平稳运行，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检维修中心通过强化预知维修维护管理，细化传动设备标准化巡检
要求，完善巡检路线和巡检内容，不断提高巡检质量和维修维护水平。 他们根据节假日特点开展维护工作，强化特殊环境的维修维护
升级管理，积极开展“查找设备隐患，消除设备缺陷”活动，不断提高维修维护质量和水平。 图为施工人员对化工装置的机泵进行维修
维护。 曹平/摄

兰兰州州石石化化当当好好装装置置““保保健健医医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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