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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桎梏，避免掉入新陷阱
—德勤高管谈化企生产经营与战略决策
——
□ 本报记者 危丽琼

2009~2014 年，德勤管理咨询化工团队开展了一项为期 5 年的研究，跟踪了全球 250 家化工上市
公司（门槛是年收入超过 10 亿美元）的发展演变，从中发现了全球化工行业一些典型的特征，并针对
化企的原料路线变化、生产经营决策等，进行了深度分析与展望。 近日德勤全球化工行业主管合伙人
杜恩·迪克森（Duane Dickson）和德勤亚洲及中国化工行业咨询领导人观洋（Yann Cohen）接受了中国
化工报记者专访，分享了他们颇具建设性的观点。

巴斯夫在印最大投资项目投产

核心观点
中国企业应坚决把
没有希望、 没有竞争力
的产能关停， 同时行业
应注意是否还应该新增
产能。

迪克森介绍说： “ 我们跟踪
研究发现， 5 年来， 全球化工行
业主要变化是大多数企业提高
了资本回报率和利润率， 但不
一定提高了规模。 从损益表看，
企业在过去5 年将运营资本回
报率平均提高了5 个百分点，
达到了19% 。 当然这个结果是
积极的， 但企业所采用的举措

整体资本回报率 19% 中企大多低于平均线
却并非完全积极。 因为企业往
往进行了成本削减， 包括销售、
管理、 行政等费用的削减， 甚至
也有企业削减研发投入。 虽然
全球化企总的利润是升高的，
但毛利率是下降的。 企业通过
削减其他的成本来增加利润
率。 ”
德勤这项研究发现， 从2009
年的表现看， 全球不同地区的化
工企业呈现出不平衡竞争的局

面。 化企投入和效益产出的表现
不一。 通过了解不同公司的财务
和业绩， 德勤发现， 企业所处的
位置决定了其有多少资源， 有哪
些方向可选择。 已经面临困难的
企业， 如果不能成功改进的话，
风险就会加大。
具体到中国， 在德勤跟踪
的全球250 家上市公司中， 约
来自中国。 其中仅有一两
15 家
家企业达到全球精英企业水

准， 即与利安德巴塞尔、 陶氏、
巴斯夫、 SABIC 、 壳牌、 沙特阿
美、 埃克森美孚等接近的水平。
他们一方面可以实现较好的投
资回报率， 另一方面拥有全球
领先的大宗化学品产能， 持续
保持低成本优势。
究其原因， 主要是中国企业
过去投资非常大， 但产出效益不
够， 即资产效率利用不充分。 这
些企业无论自身业绩好不好， 还

在不断加大投资。 但事实上， 有
些子行业产能已经过剩。 中国企
业应坚决把一些没有希望、 没有
竞争力的产能关停， 同时应引起
注意的是， 行业是否还应该新增
产能。
归根到底， 化企的运作需要
更有纪律性， 不仅让已有的生产
装置高效运行， 也要让手头资金
得到高效配置。 因此， 中国企业
需要加速转型，不能等待。

前，巴
本报讯 （记者 陈葳）日
斯夫印度有限公司宣布，其一座大
型综合性化工设施在印度古吉拉
特邦达赫地区建成投产。该项目总
投资100 亿印度卢比（ 约合1.5 亿
欧元）， 是巴斯夫迄今为止在印度
最大的单笔投资项目。
达赫基地包括多套聚氨酯生
产和加工设施的一体化生产枢纽，
产品主要用于护理化学品和聚合
物分散体。基地的一体化聚氨酯生
产装置将包括用于加工粗MDI
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 的分离
（二
生产装置。
达赫基地还将生产热塑性聚
氨酯、微孔聚氨酯部件和聚氨酯组
合料。 这个一体化生产枢纽将支持
电器、鞋材、汽车、建筑和家居行业
的发展需求。
巴斯夫欧洲公司执行董事会成
员Michael Heinz 表示：“2013~2020

年， 巴斯夫将在亚太地区投资100
亿欧元以上。 作为这一投资计划的
一部分， 我们希望新生产基地能够
加强在印度的生产平台。 达赫基地
的建成投产将有助于巴斯夫通过本
地化生产进一步提升领先供应商的
优势地位，并与客户更好地‘创造化
学新作用’。 凭借巴斯夫的先进技术
以及印度团队的敬业精神， 我们将
为发掘印度市场的巨大潜力作贡
献，同时也能从中受益。 ”
巴斯夫印度公司总裁兼南亚
区负责人Raman Ramachandran
表示：“包括南亚区第一套MDI 分
离生产装置的新生产枢纽，将大幅
提高巴斯夫在这个重要市场的长
期竞争力。 通过保质保量的稳定产
品供应，我们将为亚太区客户提供
更出色的服务。 ”
上图为巴斯夫在印度的工厂。
（企业供图）

核心观点
除了生产之外，化
工企业还必须关注全
球贸易流向的变化。 不
能只想着在这个地区
有竞争力，而是要考虑
工厂的全球竞争力。

作为一个对资源和能源高
度依赖的行业， 全球化工业正在
经历前所未有的原料变革。 过去
的几十年里， 石油一直担当原料
和能源供应的主角。 但如今形势
完全不同了， 原料多元化及其变
革， 要求石化行业具备高度的适
应性和灵活性。
观洋十分形象地比喻道：
去由于高度依赖石油原料，
“过

原料多元化变革 新的陷阱出现 亚什兰出售弹性体业务
全球化工企业的选择不多， 就像
养在同一个池塘中的鱼。 但现在
企业已纷纷寻找其他可替代的
原料路线， 跳跃到更广阔的空
间。 比如， 中国企业积极寻找煤
化工的机会， 先进煤化工产业获
得了巨大发展； 有些企业看到北
美页岩气的成本优势， 去追随页
岩气的脚步。 但在此过程中， 需
要警惕新的陷阱！ ”举个例子，美
国拥有廉价的页岩气、 天然气，
且美国借贷利率很低。 很多公司
包括中国公司资本充裕， 因此会

被吸引去美国建乙烯裂解装置。
迪克森直言不讳地说：“这是
很危险的！ 通过深度分析，一个企
业如果没做到以下几点， 就会有
很大风险： 一是装置规模是否达
到了有竞争力的世界级规模； 二
是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否有供应链
优势，即考虑管道设施、离港口距
离等；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 是否
有至少15 年的长期销售合约，能
保证一半的乙烯及下游产品产能
在美国当地销售掉。 另外，还应考
虑到一个装置需要20~30 年才能

收回投资， 因此也必须确保原料
稳定性。 其实这几点对中国企业
出去’， 即在中国以外的任何
‘走
地方建厂都同样适用。 ”
原料和市场是业务的两端。
除了生产， 化工企业还必须关注
全球贸易流向的变化， 并且在经
济全球化中， 这对于企业的影响
越来越大。 中国化工企业需要更
加明确全球不同区域的供需平
衡。 例如，美国曾经是氮肥进口大
国，获得廉价的页岩气后，北美已
经开建很多氮肥装置。 北美很快

就自给自足。 虽然美国现在从中
国进口氮肥的比例不大， 似乎对
中国氮肥行业影响不大。 但是自
足后，美国会减少从中东的进口。
中东多出来的氮肥会销往别的农
业大国，比如印度和东南亚。 但这
些地方是中国氮肥的出口目的
地。 由此，美国的页岩气将对中国
化肥企业的业务带来风险。
此当你在一个地方建
“因
厂， 不能只想着在这个地区有竞
争力， 而是要考虑工厂的全球竞
争力。 ”迪克森说。

核心观点
传统化工领域，大宗
化学品企业要持续地与
具有最大规模和最低成
本的企业对标； 生产利
基产品和提供服务的特
种化学品企业， 要密切
关注产品的替代更新。
非传统化工领域， 生物
基原料路线蕴含着巨大
商机。 化工行业价值链
上各环节的企业需要提
升合作水平。

如何让化工企业突破原料
等因素的禁锢， 实现更自如的生
产经营？ 迪克森建议， 在德勤研
究的中国企业中， 部分表现领先

突破传统模式 捕捉新的机会
的中国大宗化学品生产企业， 未
来需要注意在全球任何市场都
保持原料优势， 包括原料获取和
原料成本优势。
对于其他中国企业而言， 还
有另外几种选择： 一是涉足大宗
产品（ 包括中间体） 中产量不大
的产品， 并很好地控制成本。 这
主要是指在中国生产和消费， 没
有太多的国际竞争， 生产企业不
太多、 产量也不大的产品， 如乙
二醇等。 二是聚焦自身有专业知
识优势和能提供增值服务的产
品。 这样的化工企业具有更高的
议价能力。 因为， 客户更愿意选

择在某个特定领域有专业优势，
能提供优质服务的合作者， 并且
可以承受适当高的价格。
但这都是传统化工行业的路
径，无法避免行业的周期性和进一
步加剧的产品大宗化风险。 大宗化
学品企业要持续地与具有最大规
模和最低成本的企业对标。 而生产
利基产品和提供服务的特种化学
品企业，则要密切关注产品的替代
更新。 企业需要保持非常高的警觉
性。 另外，行业整合的趋势也将持
续，已经发生的一些前所未有的大
规模并购将持续下去。
跳出传统化工路径， 生物基

原料路线化工意味着非常大的
商机。 生物工程最大的两个优势
是可调控（ 可操作、 可编程） 和投
资成本低。 比如， 企业建了苯的
生物路线生产装置， 未来根据需
要可以调整为生产甲苯。 原料可
能不同， 但还是生物发酵的过
程， 只需通过生物工程的调整来
实现， 装置本身无需改变。 这可
节约大量投资。 具体看， 生物原
料路线有机会的方向主要在碳
四、芳香族、C ~C 等。
化工企业有竞争力的做
“让
法是， 提供解决特定问题的方
案。 比如，解决资源缺乏、水环境
13

15

问题， 增加食品供应以及让城市
生活更美好的产品和服务； 捕捉
下游未满足的需求， 比如， 汽车
轻量化， 提供完整的先进材料系
统； 与价值链上下游、 竞争对手
企业合作， 也包括尝试不同业务
模式等。 ”迪克森说。
观洋补充道： “ 市场有许多
新的机会， 但捕捉到机会是比较
困难的。 对很多公司而言， 营销
其实是构建客户关系， 要善于发
现并把握机遇， 特别是在一些具
体的领域。 归根结底， 化工行业
价值链上各环节的企业需要有
更高水平的合作。 ”

亚什兰集团和Lion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近
日联合宣布， 双方已经就Lion
购亚什兰位于得克
Copolymer 收
萨斯州内奇斯港的弹性体业务达
成最终协议。 该笔交易预计将于
前完成。 该笔交易的财
12 月
31 日
务条款尚未披露。
截至6 月30 日， 亚什兰高性
能材料连续12 个月的销售额为
美元， 其中弹性体业务销售
16 亿
额约占17%。 弹性体业务主要服务
于北美轮胎替换市场， 于2011 年
被亚什兰收购， 是对国际特品
8月
公司收购交易的一部分。亚什兰在
内奇斯港设有一家拥有250 名员
工的制造工厂， 为弹性体客户服
务。
本报讯
Copolymer

一决定符合亚什兰一贯的
“这
战略方针，即转让非核心资产并将
所得再投资于拥有快速增长机会
的高利润特种品化学业务，” 亚什
兰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秦涌
恩（James J. O'Brien） 说， “ 我们对
弹性体业务获得的收益十分满意，
并相信这笔收购交易符合Lion 的
战略部署。 ”
合成橡胶
Lion Copolymer 是
制造商，在路易斯安那州盖斯马市
拥有世界顶级的生产工厂。 Lion
产的三元乙丙橡胶
Copolymer 生
泛应用于要求耐热、 耐
（EPDM ） 广
臭氧、 耐化学、 耐老化和耐候性能
出色的行业，应用范围包括汽车耐
候密封部件和软管、工业品和消费
品软管、耐候密封部件等。 （吴班）

AN 助力百大弹性城市计划
克
本报讯 （记者 危丽琼）阿
苏诺贝尔（AkzoNobel，简称AN）日
前在纽约召开的克林顿全球倡议
会上正式宣布，与由洛克菲
(CGI)年
勒基金会创办的百大弹性城市计划
达成合作，帮助全球城市提升弹性。
百大弹性城市计划由洛克菲
勒基金会创办，致力于帮助全球城
市增强应对灾难和压力的能力，更
有弹性地应对21 世纪来自物质、
社会和经济方面日趋严峻的挑战。
阿克苏诺贝尔在打造城市弹性方
面， 拥有先进的方法和工具， 并将
为该计划编制一份增强城市弹性

的指南，同时还将为百大弹性城市
名单中的四座城市开展特别项目。
此外，该公司还将向这一计划的咨
询委员会提供油漆、涂料和化学品
领域的专业知识。
阿克苏诺贝尔首席执行官唐
博纳(Ton Büchner) 表示：“ 通过践
行克林顿全球倡议的行动承诺，公
司将进一步巩固其在帮助全球城
市增强弹性和重塑活力方面的领
导地位，并帮助城市规划者和决策
者为城市体系、企业和社区增强能
力和适应力， 增强人们的社区意
识、认同感和归属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