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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制烯烃行业（CTO/MTO）.
探寻煤化工的下一座金山
各类企业纷纷试图进入中国煤制
烯烃领域，这股投资热潮背后蕴
藏着怎样的商业逻辑？新一期的
德勤化工季刊聚焦这一行业中初
显的增长潜力，并预期相关企业
将面临的关键挑战，比如碳税。文
中明确指出对煤制烯烃行业的评
估不能只囿于烯烃，还需要从下游
聚烯烃及烯烃衍生品的角度展
开。
2012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明确指出，能
源对外依存度上升较快是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中国的石
油对外依存度从本世纪初的32%上升至目前的57%，使得中国能源安全
掣肘于石油国际运输和油价波动的风险。为贯彻“原料多元化”的能源
发展方针，各方正积极探索石油（石脑油）路径以外的烯烃生产路径，
包括煤制烯烃（CTO）和甲醇制烯烃（M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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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O/MTO – 生产烯烃和聚烯烃替代路线：
受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中国烯烃及聚烯烃需求
近年来稳步增长。2005到2010年间，中国烯烃
和聚烯烃消费量分别以14%和10%的复合年均增
长率不断增加，并在2010年达到烯烃消费2,780
万吨（合人民币2,400亿元），聚烯烃消费3,000
万吨（合人民币3,350亿元）。为满足这一巨大
需求，中国需要越来越多地进口烯烃和聚烯烃。
到2010年，中国聚烯烃的进口占消费比例已高达
37%。而由于运输困难，成本较高，烯烃的进口
比例则较低（为9%）（图1）。
为贯彻“原料多元化”的能源发展方针，各方
正积极探索石油（石脑油）路线以外的烯烃替
代路线，包括煤制烯烃（CTO）和甲醇制烯烃
（MTO）。“十一五”期间，国家明确煤制烯
烃项目（CTO）属于优先发展的先进煤化工范畴
（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定义，先
进煤化工包括煤制甲醇、煤制二甲醚、煤制烯
烃、煤制乙二醇、煤制油以及煤制天然气）。

首先，发改委规定了CTO项目的准入门槛，以
防止小型项目的重复建设（规定新建项目的年
产能需达到50万吨以上）。其次，将降低CTO
项目的能耗及环境影响（见右处文本框）定为
目标，比如规定了新鲜水耗的限额（CTO项目
需建于煤炭资源丰富，并有充足水资源供应的
地区）。
总体看来，发改委主导着国内新建CTO项目的
布局和发展速度，目标将2015年新增的CTO产
能控制在400到500万吨之间（引述自《煤炭深
加工产业发展政策》征求意见稿）。但与此同
时，在MTO（甲醇制烯烃）方面，目前还没有
出台专门的监管措施。虽然并非所有的CTO限
制因素都适用于MTO，但针对MTO的调控也有
可能在未来出台，有待持续观测。

中国各级政府在积极推动CTO的同时，也采
取一系列措施，防止在其他煤化工领域（如
煤制甲醇）出现过的行业过热及无序发展再
现。CTO项目的审批权目前集中于国家发改
委。另有一系列进入门槛，用以确保资产的高
效利用和环境保护。

中国紧缺的水资源：CTO的关键挑战
CTO项目需要消耗大量新鲜水。卓创资讯的数据显示，过去的CTO项
目每生产1吨烯烃需要消耗40吨新鲜水。
而中国面临着的挑战是：煤炭资源最丰富的8个省份大都缺乏水资
源。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是煤炭基础储量最大的两省（单省储量
在700亿吨以上），但水资源拥有量远远低于其他省份。贵州、新疆
和安徽的水储量虽然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但水资源分布并不平衡，
不易利用。最后，河南、山东和陕西的水资源储量则远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
为加强环境保护，国家发改委希望达到（目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
：煤制烯烃项目的新鲜水耗，基本值不高于13.2吨/吨烯烃，先进值
不高于10吨/吨烯烃。

图1：中国烯烃及衍生品消费（2005-20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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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CTO/MTO新进入者，带来对产能过剩的
担忧
目前中国的烯烃生产大多采用石油（石脑油）路
线，产能高度集中于三大国有石油公司，2010年
他们在全国烯烃总产能（3,100万吨）中的份额
达86%。而实际上81%的产能由其中的两家占据
（中石化和中石油）。中国CTO/MTO的产能还不
大，目前共建成4个项目，合计180万吨烯烃产
能：神华（2个CTO项目，1个位于内蒙古包头，
另1个位于宁夏银川），大唐（1个CTO项目位于
内蒙古多伦），以及中石化（1个MTO项目位于河
南濮阳）。
据石化行业十二五规划， 2011-2015年间已计划新
增的石油（石脑油）路线烯烃产能达2,000 万吨，
相当于在2010年2,900万吨的基础上增加近七成。
那么，众多企业仍然踊跃投资CTO/MTO的动因究
竟是什么？
实际上，各类企业在CTO/MTO领域的投资并非出
于某一共同的原因，不同投资逻辑的背后是各不
相同的利益诉求。首先，由于将来中国页岩气的
发展，煤炭企业开始担心煤炭需求在未来进入平
台期（对煤炭企业而言，何时页岩气能发展起来
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将始终存在这样的风
险）。这些煤炭企业希望多元化发展，进入先进
煤化工领域，比如像CTO这样需要150到300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的超大型项目。第二，（拥有大量
煤炭资源的）电力企业希望加大在非监管领域
（比如电价受严格调控）的投入，以增加利
润，而先进煤化工就成为一个可能的方向。
目前，已投身煤化工的主要电力企业包括华能、

大唐、中电投、国电和华电。第三，一些民营或地方的国有化工企业有意
赶上这波投资热潮，获得短期利益。他们的兴趣不仅限于CTO，也在MTO领
域。
这些企业以或独立，或合作的方式参与CTO/MTO行业。比如一种合作模式是
在煤炭企业或富煤的电力企业与石油公司之间，如中煤集团和陕西延长石
化，以及中电投和道达尔；还有煤炭企业与化工企业间的合作，比如神华和
陶氏化学。
预计到“十二五”末期，中国烯烃年产能至少可达5,600万吨；但在新建MTO
项目还存在不确定性，可能进一步推高烯烃的产能规模。考虑到新建产能的
规模和需求增长放缓的压力，未来几年在烯烃行业可能出现产能过剩。2015
年以后，产能过剩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至少有710万吨/年的CTO/
MTO产能正在规划、启动建设或等待获批。此外，国内还有10多个已宣布的
丙烷脱氢（PDH）制丙烯项目。如果建成将另增470万吨/年的烯烃产能。这
些以及将来陆续出现的新项目都有待密切观测。任何新进入者在进入此领域
前，需要考虑加强竞争优势，或优化投资逻辑，比如向下游整合（图2）。
在2015年预期建成的3个CTO项目中，有一些已被发改委列入煤制烯烃示范项
目，并有望如期完工（烯烃产能合计为188万吨，包括中石化织金60万吨，
延长中煤榆林60万吨，蒲城清洁能源68万吨[尚需发改委批准]）。另外中电
投-道达尔项目也已列入示范项目，有望在2016年底或2017年初投产。
在2015年预期建成的MTO项目中，有4个有望如期完工，多位于中国东部沿
海地区，产能合计149万吨/年。包括中石化濮阳20万吨 （2011年已完工），
南京惠生30万吨，宁波禾元30万吨，浙江兴兴新能源69万吨。但是，后续
的MTO项目可能规模更大，因为目前尚未出台专门针对MTO新项目的调控政
策。
一家大型石油公司（中石化）已成立了专门的煤化工下属企业（中国石化
长城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希望在8到10年内成为中国煤化工领域的领先企
业。“中国石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把我国最富有的煤炭资源转化为化工
原料，这对于我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石化董事长
傅成玉在2012年9月28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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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盈利能否长期保持？
为厘清中国CTO项目背后的经济性，德勤团队
构建了一个简化的财务模型，来分析项目利润
的驱动因素。在预估计算中用到的关键假设包
括：项目使用DMTO-II技术，开工率为85%，
副产品（丁烯和硫磺）以市场价全部售出。这
些假设并非在所有项目均能保证实现，特别对
于新进入企业而言，实现这些目标有相当的难
度。比如过去的CTO项目在顺利投产前，往往
需要较长的“爬坡期”。
初步看来，中国煤制烯烃项目有着不错的盈利
性。2011年4月到2012年4月间，预估的平均主
营业务利润在35%左右。
但是，CTO项目的盈利水平受油价和煤价波动
有较大影响。例如预估的财务模型表明，2011
年4月和11月的主营业务利润相差30个百分
点。煤价是主营业务成本的主要决定因素，而
原油价格的波动对烯烃价格有着直接的影响。
为保证可持续的利润率，CTO企业需要或向上
游整合进行煤炭开采，或者向下游整合生产聚

烯烃或其它衍生产品，尤其对于甲醇制烯烃的
企业更是如此。目前，大部分中国的CTO企业
都向上游整合了煤炭开采。但由于煤企内部在
不同业务单元间有着转移价格的规定，CTO项
目在煤炭价格上能享受的便利并不大（折扣不
超过10%）。上游整合的意义在于当煤炭价格
波动时，CTO企业能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另
一方面，MTO企业要么进口甲醇，要么在国内
购买甲醇进行聚烯烃生产。对他们而言，任何
的甲醇价格波动，以及进口关税的提高，都会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项目的盈利预期。
对预估财务模型的敏感性分析，可以进一步展
现煤炭和石油价格变化对CTO项目盈利性有着
怎样的影响。分析表明，当石油价格处于140
美元/桶，煤炭价格处于400元/吨的时候，CTO
项目的息税前利润率（EBIT）可达51%。与
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石油价格处于100美
元/桶，煤炭价格处于700元/吨时，息税前利润
率陡降至9%。如果石油价格降到80美元/桶以
下，CTO项目则可能全面亏损（图3）。

图3：中国煤制烯烃主营业务利润率和息税前利润率（EBIT）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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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假设： 1) 85%开工率 2) 70万吨年产能，使用DMTO-II技术 3)所有副产品（每吨烯烃产生0.17吨丁烯和0.02吨硫磺）均以市场价
完全出售 4)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固定的6.3 5)假设销售管理综合成本为基准场景销售收入的6.4%（以此为定额在其它场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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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传统的石油（石脑油）路线，煤制烯烃路
线有着一定的成本优势。以2011年为例，CTO
项目在4月的主营业务利润可高达52%， 在11
月也有21%，分别比以石脑油为原料的蒸汽裂
解装置（假设使用KBR SC-I 技术）高35和17个
百分点（图4）。
然而，对中国CTO项目经济性的估计不可过
于乐观。实际上对CTO企业而言，还有一系
列的挑战和风险需要克服，比如煤炭价格及
质量稳定性、水资源的获取和成本，MTO技
术的可靠性和成熟度、以及优越销售能力和
下游整合水平。
最后，CTO项目的经济可行性还面临另一大不
确定因素 – 碳税（图4）。据一些学术期刊估
计，鉴于生产每吨烯烃，煤制路线比石油（石
脑油）路线多排放7吨碳，煤制烯烃需额外支
付的碳税最高可达人民币2,000元。如果真是
这样，碳税将完全抵消煤制路线对于石油（石
脑油）路线所拥有的成本优势。中国政府为了
确保煤制烯烃行业在未来10到15年间的顺利发
展，最终设定的碳税影响可能介于300-1,500元/
吨烯烃之间。

关键技术工艺：甲醇制烯烃
煤制烯烃的过程包含多个步骤，而其中最关键的是甲醇制烯烃
（MTO）的工艺 。一些中国机构，包括大连化物所、中石化和清华大
学，已经在MTO技术的研发中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一些机构宣布已开发出第二代的工艺技术，UOP（霍尼威尔下属），
大连化物所和清华大学为其中的代表。第二代技术的效率更高，目标
仅用2.6吨甲醇就能生产1吨烯烃，而第一代技术需要3吨甲醇。这将大
幅减少煤炭和水的消耗。UOP-道达尔和大连化物所的第二代技术，分
别取名UOP-Total和DMTO-II，还有待在大规模商业化项目中得到验证。
清华大学和鲁奇公司通过另一途径开发了煤制丙烯（MTP）工艺，其
烯烃产物中的丙烯比例较高（多达80%到98%）。但乙烯纯化需采用
深度冷凝工艺，当乙烯在产物中含量过低时，分离难度将增加且成
本很高。中国已有两个项目使用了鲁奇的MTP技术。

图4：中国烯烃生产主营业务利润预估（假设85%开工率）
煤制路线(DMTO–II技术, 70万吨产能)

石脑油路线(KBR SC–I技术, 120万吨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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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烯烃中丙烯/乙烯比例为2.1:1
• 假设向上游整合了石脑油生产

（成本根据原油价格估算）
来源：德勤咨询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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