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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下游

石油和天然氣業的下游產業傳統上包含煉油、經
銷和燃料銷售，以及向零售和商業客戶行銷。然
而，由於煉油與化學品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密，在
原料、製程整合以及不斷演進的終端市場方面出
現許多新的變化。因此，我們提出了「整體下游」
的觀點，探討可能影響石油、天然氣下游產業和
化學品產業的趨勢。

目前下游產業的業務似乎正處於黃金時代，主要
是低原料價格與對運輸燃料和化學產品的高需求
的加乘效果。然而，最近一段時期的成長和高毛
利可能無法保證未來的日子會更加光明。

下游產業的風險其實已經出現，但可能因為短期
內毛利仍然看好所以在過去較少受到注意，然
而，隨著最近風險逐漸增強，許多下游公司開始
擔心市場可能出現變革。

雖然這些風險 (原料變化、永續發展、全球化與
貿易狀態、終端市場變革和大規模技術轉型 )已
經讓煉油和化工業的毛利率逐漸趨同，但近期這
些風險的合流與交互影響可能進一步改變現行的
移轉訂價以及整個下游價值鏈中各產業區塊彼此
獨立不相影響的情形。

在未來十年內，下游產業可能會被複雜的市場力
量改變，各公司必須考量因應這些力量的方法。
忽視各種力量的關連並錯過「整體下游」產業觀
點對於下游價值鏈上的任何參與者而言都會是很
大的損失。我們不把各種力量與風險視為獨立，
而是彼此相關，並針對這些力量對下游各產業區
塊的潛在影響進行了簡短而全面的研究。

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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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燃氣與化學產業的下游 (煉油和化學品 )

企業管理高層和分析師可能會同意最近十年是歷
史上營運最亮眼的時期之一。長期較低的原料 (原
油、天然氣及其衍生產物 )價格和使用者對石油
和化學產品的強勁需求，改善了整個產業的財務
狀況。誰會想到下游 (2017年營業利益率 8%)會
比石油與燃氣產業的服務導向油田業務 (2017年
營業利益率 3.8%)更賺錢？ 1

然而，最近的黃金時期可能無法保證未來的繁
榮。此產業其實已經出現一些疲軟跡象：在 2019

年初，乙烷裂解價差比 2018年水準低 40-50%，
現在許多聚乙烯專案正建設中，以消化供過於求
的乙烯。2支撐產業的市場力量 (例如較低的原料
價格 )或者目前為止影響極低的阻礙 (例如，永續
發展目標 )在未來十年可能有所變化。我們針對
80多家美國精煉和化工公司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
會提交的年報進行文字資料探勘和情感分析，顯
示出該產業的五大風險 (或力量 ) (參見圖 1)：3

風險竄升
即將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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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參�報告中的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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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來源 �Deloitte根��司年報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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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變化和選擇

• 全球化與貿易狀態

• 終端市場變革

• 循環經濟和長期永續發展

• 大規模的操作技術轉型

雖然產業整體情緒偏正面，但近期情緒持續下
跌。在這五種力量中，原料市場的波動和不確定
性是最大風險，而全球化與貿易狀態的情緒下滑
最為明顯 (自 2016年以來下降 80%)。4

我們無法預測未來，但忽略或不將 (新的 )可能
風險向股東詳細說明可能會產生問題。過去五年
內，美國下游公司「風險因素」的部分 (10-K財
報 1.A項 )所述的風險只更新了 40%。5自 2013

年以來的這段時期，變化和變化所衍生的機會 /

風險最大，卻只有 5%的公司將其風險部分修訂 / 

更新 70%以上。6



產業需要「整體下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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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下游
以往大多數下游產業都採用被動的方式經營，不僅讓他們無法取得更多元的市場觀點，也可能在價值鏈
上建立不甚理想的資訊孤島。企業持續承受成長有限和必須增加利潤的壓力，關注的焦點主要為內部目
標的達成，視企業所在上下游區塊的不同，目標有資產優化、促進綜效、產品差異化和產品組合優化等。
其實，這些公司的上下游區塊大多仍屬於商品化市場，研發支出能在這樣的市場中創造多少價值？看法
其實很分歧。

專注於特定上下游區塊、以特定上下游區塊的需求為優先的確重要，但市場波動和商業風險的上升 (如
前所述 )通常需要更全面或「整體下游」的價值鏈觀察 (參見圖 2)。這個觀點不是要企業投入一個與自
身策略無關的事業，而是強調資訊和對趨勢的觀點需要持續流動，幫助產業上下游各區塊業者走在市場
變革之前，避免各事業之間的利潤轉移造成負面影響。

產業需要「整體下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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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單純�煉��NCI(<7)的��和轉�型煉油廠�
���煉�中高NCI(>7)的�度轉�型煉油廠�
整合�煉�經�整合煉油和�學品��的�司(設�整合��設�整合並�)�亦包括石油超��頭的煉油和�學品事�群�
大��學品�主�生產工�基本�學品(���纖維����石�產品�)的�司�
�元�學品��種�學產品的製��,包括大��學品��用�學品��料和子�域�
�用�學品�主�生產高附加價值�學品,用於製�各種產品(�細�學品�添加劑�先��合物�黏�劑�密封�����料�鍍��)的
�司�
���學品��料��蟲劑�鉀�和其����相關�學品的製���

�料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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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下游

為什麼這些新興風險大多遭到忽視？為什麼需要
在這些風險的脈絡下將精煉和化工業放在一起
看？一些下游管理高層可能認為上述的部分下游
風險不會對其子領域造成影響 (例如，出行習慣
改變，如共享汽車與電動車的趨勢，對煉油業的
影響大於化工業 )，短期內不會產生影響 (例如，
循環經濟是許多公司的長期挑戰 )，或僅與垂直
整合的石油、燃氣和化學公司有關。

然而，在未來的產品、製程與終端使用者相連而
動態的生態系統中，精煉廠和化工業至少必須
360度綜觀整個下游價值鏈 (參見「整體下游」
專欄 )。忽視未來趨勢，或是錯過這種全面觀點
的代價可能很高。我們對全球超過 1,350家下游
公司的分析顯示，有五種力量已經開始改變下游
價值鏈 (從單純和複雜的煉油廠開始，擴展到有
石化產品事業的整合煉油廠，以及大宗化學品和
多元化學品、特用和農業化學品 )的平衡。

2010年，下游價值鏈中營業利益率最低和最高
的企業之間差了將近 13%。到了 2018年，差距
已縮小至 8%。7同樣的，在四個純化學子領域 (大
宗、多元、特用和農業化學品 )中，差異化已經
縮小，現在的營業利益率差別不到 1%。下游產
業營業利益率的趨同情況令人驚訝，相對來說，
大宗化學品的業務表現非常出色，而差異化產品
業務 (農業化學品、特用化學品 )過去幾年來利
潤已經下滑 (參見圖 3)。

仔細研究這些公司後，可以發現各上下游區塊的
市場似乎正出現一些有趣變化。例如，新上市公
司有 60%的表現與現存公司表現相當，或高於平
均水準，顯示這些公司透過差異化策略和新一代
製程，在應對新市場風險的方面勝過現存公司。8

上下游各區塊市場的表現有何不同？

單純和複雜的煉油廠
雖然沒有新的主要上市公司，且幾乎每個煉油廠
在過去幾年的獲利都增加，但過去 10年中只有
40%的煉油廠報酬率高於平均，31%的公司則受
到負面影響。9低成本輕質原油讓美國許多單純
精煉廠受益，但也對全球幾家複雜煉油廠的營運
效率和產量管理造成挑戰。2018年末以來，美
國墨西哥灣沿岸蒸餾煉油廠的毛利率，已比新加
坡處理杜拜原油的複雜煉油廠高出 65-100%。10

在原料和原料價差變化的時候，能即時調整並對
供應鏈維持有力控管的複雜煉油廠則有優異表
現。舉例來說，儘管 2018年加拿大西部原油供
應緊縮，但 HollyFrontier在 Enbridge系統分到
的低成本重油的分配比例依然很高。11同樣的，
大多數具有前瞻性、更高永續發展標準的煉油廠
已在大宗化學品市場創造了一個利基市場。舉例
來說，Neste Oil公司 70%以上的獲利來自可再
生產品 (生質柴油、殘渣原料、生質丙烷等 )，佔
營收比例 20%。12

市場變革
不平衡的均衡

如果一座高複雜度的大型精煉廠在其 100%重
混合原油中加入 25%的輕質頁岩油，將會造
成煉油廠的產能利用率不足，可能損失 10-

15%的營收。
�料來源�Deloitte analysis�Morgan Stanley,「Hidden 
tension building in the oil market」,2018 年 4 月 16 日�
�� S&P Capital IQ �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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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析包��跨�個主�產�上下游��市場的1,350�家�球上市�司�
�料來源�S&P Capital IQ�料庫�Deloitte analysis�

整合精煉
高進入成本、垂直整合和擁有成熟的供應鏈，讓
價值鏈這一部分有很高的進入障礙。然而，即便
該區塊在整個下游價值鏈中有一定主導權，仍僅
持續創造中等的獲利；60%的公司逐漸移動到表
現低於平均的群體中，在過去十年中幾乎無法維
持市場地位 (參見圖 4)。13一般來說，整合精煉
公司有大型的營運據點，分散了低價原料的好處
以及減輕氣候相關風險的壓力，但仍有少數公司
成功以不同的方式把握市場機會。

在此區塊中，有部分區域型的企業的業績表現持
續超越石油超級巨頭，主要是由於其原油製品的
產出優化較佳、二級單位的績效最佳化較成功，
以及更重視丁二烯和芳香烴等重量較重的產品。
舉例來說，亞洲主要業者的煉油毛利比當地基
準高出 4–5美元 /桶，同時維持高產能利用率。
14雖然煉油佔其營收組合的三分之二以上，但投
資者認為這些公司的價值與高估值的化學公司相
當，本益比約為 20，而純煉油廠和超級巨頭的本
益比為 10-15。15



市場力量已按照業績表現重新配置公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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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百��代表2010年�來�績變�或不變的�司���
�料來源 �S&P Capital IQ�料庫�Deloitte analysis�

大宗化學品
隨著石油價格持久維持低檔以及主要原料 (乙烷、
丙烷等 )的供應量增加，該市場區塊過去 10年
來在股票市場的新上市公司超過 118家 (約佔整
個下游產業新上市公司的 50%)。16這些新上市公
司使得這個市場區塊成為該產業最分散的市場之
一：超過 650家上市公司，平均營收約為 10億

美元。17現存公司如何在這個分散的市場中對抗
新進入的公司？

這些新進者 (主要為在中國上市的小型公司 )的
業績表現基本上是喜憂參半。某些企業較不能達
到規模經濟、原料彈性較低、原料和能源成本較
高，且參與競爭者眾多的塑膠市場 (如中國深圳 )，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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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企業的業績表現明顯較差。18另一方面，
Westlake Chemical 和 Sunstone Development

這樣的公司擁有強大經銷商 /分銷網路，涉足電
路板、電池材料等高成長市場，以及專注於各等
級同類產品 (炭煙 )並服務眾多產業，業績因此
得以維持。19

這個產業區塊的現存公司持續在景氣循環的各階
段中有良好的表現，尤其是在原料取得上有高度
彈性 (不僅僅只是能取得低成本原料 )、橫跨多元
市場和產品、專注於先進聚合物解決方案，以及
具有能長期維持營運的多面向策略的公司。據報
導，LyondellBasell收購 A. Schulman的舉動不
僅擴大了原本先進聚合物解決方案的範圍，也從
A. Schulman與客戶建立的關係中獲益，這些客
戶包含汽車、建築材料、電子產品、包裝等高毛
利終端市場參與者。20

多元化學品
多元化學品似乎仍然是下游價值鏈中最穩定的市
場區塊之一，在整個價值鏈保持近 14%的價值佔
比。其實，整個價值鏈從這一市場區塊開始的產
品和策略差異化開始變得明顯，21這個市場區塊
也是目前原料變化和終端市場變革影響最明顯的
地方。

雖然整體而言這個市場區塊對市場變化的反應很
靈活，但我們仍能看到一些往上或往下的業績波
動。有的公司即便有規模優勢，但與客戶脫節，

且研發部門自成一個資訊孤島，獨自定出研發重
點，營運上就會比較辛苦。另一方面，也有一些
公司將市場擴張到高成長的亞洲經濟體，並發展
與能源效率、水質淨化、5G、車輛輕量化等基礎
設施相關的利基產品，達成出色的毛利成長。

特用化學品(包括農業化學品)
在所有下游石油、燃氣與化學產業中，特用化學
品市場似乎出現了最激烈的變革，主要來自終端
市場的變化，以及整合煉油廠 /多元化學品公司
進入這一市場區塊所造成的競爭加劇。此市場正
逐漸失去其「加值標籤」，市值佔比在過去 3–4

年內下降了 5個百分點至 36.5%。22

此外，此一市場區塊中的新進者並沒有讓現任者
放鬆，他們似乎已經領先或已掌握即將發生的變
動。專注於差異化、零碳排產品組合的新進者，
在新的出行模式和永續發展趨勢上得以維持領
先，也似乎更能得到投資者的青睞。部分成功的
農業化學品公司正以開發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能
力顛覆所在的市場區塊，並打破其同質性。這些
新科技可幫助農民對付特定的雜草種類，甚至可
以為農民建立新的價值池 (value pool)，讓使用的
農民可以提升產品的價值。

公司間的毛利趨同和業績差異縮小顯示產業內已
經出現市場變革。就算我們假設未來的變化只是
目前趨勢的線性延伸，未來十年市場變革的速度
和影響也會是前所未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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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為止，五種力量主要以線性和獨立方式
發揮作用。然而，在未來十年中，預計五種力量
將共同發揮作用，且會彼此相互影響，這五種力
量的影響也會跨越整個價值鏈 (參見圖 5)。雖然
這五種力量都可詳細說明，我們的目標是提供這
些力量合流的整體視角，讓石油、燃氣和化學產
業下游的策略制定者不致於見樹不見林。

原料變化和選擇
原油是石油、燃氣和化學產業下游的第一個也是
最重要的原料，原油正發生重大變化：一般來說，
輕油的價格會較重油來得高，但是輕油的供應量
增加讓重油相對價格上漲，改變了石油與燃氣產
業的價值等式，輕重油價差的縮減也讓後續加工
的經濟考量產生改變。美國輕油產量預計在 2023

年底以前增加超過 400萬桶 /天，23可以預期目
前煉油廠可使用的混合原油 (將重質低價油和輕
質高價油混合以提升價格，創造可以進行後續處
理的原料 )生產量將難以再提升。對於化學公司
而言，由於高價重產品 (例如裂解汽油、苯和甲苯 )

的生產量較低，處理較廉價輕質產品 (天然氣液
體 )的持續優勢也在縮小中。

下游產業沒有注意到這些原料變化的說法其實並
不正確，許多公司已在探索新的投資機會和地
點，以因應原料的變化。這個調整會影響整個價
值鏈的投入產出比，過程並不會非常順暢。未來
在各種市場力量合流後，整個產業的原料版圖將
會改變，對業界也將創造出更巨大的挑戰。24

未來十年內，永續發展的潮流可能會要求更高程
度的塑膠回收，不管是保留塑膠結構，將廢塑膠
變成其他物品的次級原料，或是讓報廢塑膠經

過熱化學處理，取代化石原料成為化學品的原
料，或是利用熱再生 (thermal recycle)，將焚燒
廢塑膠的廢熱用於熱水供應和發電，並將燃燒
後的殘餘物做新的利用。這些作法就是將廢塑
膠的烴類和能源成分加入新的聚合物。Eastman 

Chemicals進一步擴展了這個想法，不僅回收複
雜的報廢塑膠 (非聚酯塑膠、彈性包裝等 )，也將
它們轉化為先進材料和纖維，創造更高的毛利。
25同樣的，終端市場變革可能要求使用「可再
生材料」作為石油產品和化學品的主要原料 (到
2022年，全球可再生化學品市場規模估計將超
過 1000億美元 )，而非化石燃料。26

基本上，該產業未來的原料組合將不僅限於初級
化石燃料，因為最終產品的可回收率增加，可能
減少對中間原料的依賴，而良好的法規與積極的
再生運動 (生質酒精、生質乙烯、太陽能 )的結
合可能取代現今一部分的主要燃料。石化業的原
料等級、類型和用途面臨巨變的時期，需要靈活
多樣的燃料組合。此外，部分石化產品的大量的
過度投資將讓公司更加關注其原料策略，以在低
毛利的環境下維持生存。而這就是策略人士和專
家應在公司中共同合作的地方。

合流
眾多市場力量交互影響

如果一座高複雜度的大型精煉廠在其 100%重
混合原油中加入 25%的輕質頁岩油，將會造
成煉油廠的產能利用率不足，可能損失 10-

15%的營收。
�料來源�Deloitte analysis�Morgan Stanley,「Hidden 
tension building in the oil market」,2018年4月16日���
S&P Capital IQ�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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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五種力量的合流可能會改變平衡

五種力量對各市場區塊的直接影響

原料變化 全球化和貿易 製程技術 永續發展 終端市場變革

單純/複雜的
煉油廠

特用和
農業化學品

整合石油和
燃氣

大宗
化學品

多元
化學品

各市場區塊的力量的
合流/交互作用

改變原料需求 (由
於 終 端 市 場 變 革 和
永續發展) 會建立
新的全球貿易管道

例 如 ， 由 塑 膠 廢 棄
物 產 生 的 原 料 可 用
於 生 產 次 級 環 狀 聚
合 物 ( c i r c u l a r 
p o l y m e r ) ， 這 個
產 品 也 可 進 一 步 在
市場上交易

終端市場變革 (
例如較低的燃料
需求、塑膠禁令
) 會影響原料、
製程技術和永續
發展

改變永續發展的
要求會改變煉油
和生產石化產品
中使用的原料類
型

終端市場變革，
例如燃料需求下
降影響原料 (原
油) 選擇

相反的，改變原
料選擇會影響製
程技術 (和資本
投資)

永續發展趨勢直
接影響原料和製
程技術(如回收
技術)

永續發展也在貿
易中發揮更大的
作用，例如使塑
膠廢棄物的採購
增加

特用化學品維
持相對不受原
料變化影響

終端市場變革
和永續發展仍
然是影響毛利
率的最有力因
素

�料來源�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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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貿易狀態
能源商品傳統上為國際貿易的關鍵角色，因各國
間的能源與資源分佈不均，而且能源替代品價格
過高，且無法滿足所需的數量。這就是為什麼最
近的貿易活動對能源貿易產生的影響非常小。此
外，未受影響的市場所做的即時調整也有助於消
除這方面的影響。但是這個產業是否能繼續無視
於政策制定者「在自家後院生產」的宣傳或產業
公協會「拯救國內產業」的呼籲，尤其是在大型
投資和大量就業受到威脅的時候？

事實上，新資源 (例如頁岩油 )越來越容易取得、
過去幾年產能的大量增加 (尤其是大宗化學品 )，
以及大型出口導向綜合專案即將投產 (規劃中的
中東地區原油至化學品整合製造基地的產量，約
為世界最大的乙烯輕油裂解廠的 5倍 )，影響所
及，預計在未來十年內全球化會持續成為產業中
的熱門話題。27隨著能源貿易和投資更加集中在
某些區域 (亞洲內部或亞洲與中東地區之間 )，下
游產業不能對全球化趨勢採取袖手旁觀或防禦性
的態度。

因為技術進步造成的原料、製程和終端市場的變
革，造成不確定性以及風險擴大，公司需要有更
高的敏捷度和活力。雖然「單打獨鬥」的策略有
其優點，但全球合作夥伴關係對夥伴雙方來說都
是雙贏，並為全球化風險提供自然避險。ADNOC

的合作夥伴關係和共同投資方法就是這樣的一個
例子，它與奧地利的 OMV和 Borealis成立石化
產品的合資公司，並共同投資中國塑膠廠和巴基
斯坦煉油生產基地，確保了整個價值鏈的產品都
能進入目標市場 28

隨著全球能源產業的快速變化，供給中心與需求
中心之間的「能源合作」預計將成為迫切需求，
對於大型生產商和出口商來說更是如此，他們要
降低石油的不確定性、貿易衝突和不斷變化的需
求模式所產生的風險。部分國營石油公司積極開
放的合作模式，很可能會讓數家營運模式封閉的
民營石油公司面臨激烈競爭。

終端市場變革
下游行業的關鍵終端市場 (也就是汽車、建築、
營造和包裝業 )已經轉型一段時間，變化的速度
和程度似乎已經達到了顛覆現有市場的邊緣。除
了降低石油需求成長的幅度之外，出行方式的改
變可能會減少新型汽車使用的 40多種合成材料
(主要是工程塑料 )製成品的需求。29同時，未來
的汽車預計需要新的高性能材料來製造從電池到
客製化內裝等所有零件。同樣的，越來越多的線
上客戶要求良好的包裝體驗，但同時也要求減少
包裝盒和包裝紙的浪費。

市場變革不僅限於終端市場，使用者也越來越在
乎循環經濟，推動產業界關於循環經濟的系統性
變化。2018年，13家領先的零售商和包裝公司
(每年生產超過 600萬公噸的塑膠包裝 )攜手宣
示在 2025年前達成 100%使用可重複使用、可

三分之一的全球石油和化學品進口值來自五個
國家，顯示有過度集中的風險。
�料來源�Deloitte analysis 和�合國�品貿易�計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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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或可轉為堆肥的包裝。30根據一家歐洲消費
品巨頭執行長的說法，「身為消費品業，我們可
進一步應對單次使用塑膠對環保的挑戰，帶領大
家改變線性的取得 -使用 -丟棄的消費模式，轉
變為真正的循環經濟模式。」31

終端市場 /終端使用者對最終產品更高的回收程
度的要求將影響中間原料 (聚乙烯和聚丙烯等聚
合物 )的需求，此外，最終產品也被利用為主要
燃料或製造原料。例如，BASF的 ChemCycling

專案將不可回收的塑膠廢棄物，如混合塑膠
(mixed plastics)或未清潔的塑膠，轉化為產品主
要原料或化石燃料 (水煤氣或油品 )。32簡而言之，
看到終端市場變革影響價值鏈的第一部分 (原料 )

或破壞價值鏈中的線性關係，是充滿挑戰且令人
感到興奮的。

循環經濟和長期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不是石油、燃氣與化學下游產業的新主
題，只是定義已經快速發展，超越工廠等級的排
放控管。其實該產業已經用更高的燃料轉換 (從
液化天然氣、天然氣到再生能源 )、材料和製程
效率 (天然氣燃除、浪費等 )、低碳製程和產品 (主
要由法規帶動，例如對高硫燃料油的管制 )、節
能運輸系統以及終端產品的回收和再利用，改善
環境和碳足跡。

然而，隨著「絕對」能源需求的增加，產業減少
碳足跡的壓力可能只會增加，並隨著使用者、社
會和股東積極鼓吹而進一步加劇：化學業排放全
球約 10%的 CO2，5%從能源消耗，5%從生產
和分銷。33雖然一開始只是公司的自我監管和利
害關係人的期望，永續的議題未來可能上升到開
始包含所有其他內部和外部力量 (原料、科技、
終端市場和全球化 )的層級，並在公司的董事會
議程中佔據重要地位。

可再生原料的成功範例已經開始出現，不僅具有
商業可行性，而且還有助於毛利成長，且容易擴
充產能。例如，作為投資新的生質柴油生產基地
的替代方案，一些煉油廠已經開始在加氫處理生
產柴油之前，將脂類 /動物脂肪混合在中間餾分
油中。34結果是滿足了 IMO2020法規所規定的
碳排放額度，和更高的優質餾分油產量。同樣的，
在與永續發展相關的科技中，用直接以及更優化
的方式從原油直接製造化學品等突破實例預示永
續能源的新時代來臨。

由於大約 90%的塑膠廢棄物尚未回收利用，依賴
優質包裝材料的全球電子商務銷售即便成長很快，
仍然不到零售總額的 10%，且利用廢棄物產生能
源的比例微不足道，未來十年可能需要能源和排
放密度的加速改善，且改變有機會在這段期間成
真。35永續發展可能成為每個決策、原料和產品
組合策略、技術選擇、向利益關係人推廣品牌以
及與供應商和合作夥伴建立關係的核心。

在過去的 4.5年中，11,000多種新化學物質在
歐洲化學品管理局 (ECHA)註冊，而 1983年
至 2014年的註冊總量為 12,000種。
�料來源����學品�理局產品註冊�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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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可拓展許多新的創新商業模式，從投資
永續發展和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到使化石燃
料成為再生能源成長的重要投入，甚至是努力
將化石燃料與再生能源結合。例如 Mangalore 

Refinery and Petrochemicals Limited在煉油廠
房區域內委託建造一座 6MW的太陽能發電廠，
以減少其設施的碳足跡。36重點在於各公司如何
看待和評估永續發展的幾條可行路線：是一項必
要成本、一項品牌推廣活動或揭露隱藏價值的機
會。

大規模技術轉型(操作技術)
預計由自動化、數據分析和人工智慧引領的資訊
科技將對石油、燃氣與化學下游產業產生深遠影
響。這些影響已經有許多解決方案提供者 /顧問
做完整的記錄，並獲得管理階層的認同。另一個
機會在於操作技術方面，這似乎是一個巨大變化
的分歧點，背景是該產業 3兆美元的資產。37

改變原料組合 (單一到多樣化 )、更嚴格和積極的
綠色要求 (碳排放、回收塑膠再利用 )和終端市
場變革 (石油需求預計在 2030年代達到高峰 )可
能會挑戰許多現行技術和商品化流程幾十年來持
續運作的功能性和經濟邏輯。38例如MOL Group

的 2030策略的目標為將煉油中的非燃料產量從
目前為總產量的 30%增加到 50%，這可作為觀
察未來下游製程和營運變化的風向球。39

此外，許多可以減少幾個中間過程的技術的興起
(例如 COTC)、降低原料成本和整體溫室氣體濃
度 (例如，甲烷的直接氧化偶合 )，或者具有優異
的催化劑和反應器製程 (例如，中國的整合煤轉
油的發展 )，可能為早期行動者提供競爭優勢，並
降低後期行動者的機會。40例如，Saudi Aramco

和 SABIC規劃的原油直接製造化學品專案，旨在
將傳統煉油專案的資本成本降低 30%。41

隨著原料和下游產品終端消費的不斷變革，該產
業應該在製程和操作技術方面具備更多的彈性和
靈活性。簡而言之，投資決策、技術選擇、技術
原創設計能力的重新配置，甚至是產品層面對未
來供需缺口的預測，都可能改變產業投入產出關
係，進而對下游專家構成挑戰。

北美現有 1200億美元的塑膠和石化產品的市
場，部分可藉由回收廢塑膠來滿足。
�料來源�Closed Loop Partners,「Accelerating circular 
supply chains for plastics」,2019年�

超過 650家上市的大宗化學品公司，總市值達
7000億美元，將被大規模商業化的原油直接
製造化學品 (crude-oil-to-chemicals,COTC)工
廠所顛覆；COTC是產業眾多新技術之一。
�料來源�Deloitte analysis 和 S&P Capital IQ�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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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煉油和化學事業預計將受到五種市場力量 

(原料、製程技術、終端市場、全球化和永續發展 ) 

的合流影響。從單純煉油廠到特用化學品，整個
價值鏈都可能會感受到合流的影響，這個影響會
挑戰目前在移轉訂價中關係人交易的定義、市場
劃分和價值鏈參與者之間的關係。為了做好準備
迎接未來預期會發生的變革，公司必須：

• 重新評估價值鏈中的角色和所有權：用生態
圈、平台式的以價值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取
代以產品和生產效率為中心的線性供應鏈模
型；透過新的商業模式，在原料到客戶的價
值鏈中重新部署、分配總成本和資產所有權。

• 優先考慮加快產品上市速度的策略：建置模
組化營運和工作流程，減少製作原型的時間
和成本，創造突破瓶頸的機會，利用資料分
析輔助化學和工程作業，並在價值鏈層面追
蹤和推動積極的永續發展目標。

• 建立強大的結盟能力：探索新的結盟型態，
特別是專注於分子和材料的開放式創新結
盟，在價值鏈和供應鏈中共同擁有產品的環
境足跡，交換專利和專業知識 (尤其是與設
計、採購、施工總承包公司 (EPC) 以及科技
公司 )，並贊助終端市場的創新。

• 強化與經銷商的關係：特用化學品公司可提
升目前的製造商與經銷商關係，挖掘特定市
場中經銷商的獨特見解，為小型終端使用者
提供實驗室和特定應用的支援，並提供積極
和消極的減少碳足跡誘因。

• 選擇新的全球經營方式：遵循就業、投資和
永續發展標準；支援各國降低管理回收計畫
的成本；提供策略和技術支援，以規範非正
規塑膠回收業不受控制的成長；並探索新的
雙贏貿易策略，不僅只是確保企業的供給中
心和需求中心。

• 保留並優化核心事業：在規劃新的價值創造
計畫之前，以成本合理化、特定終端市場的
規模優勢、次級資產整合 (水、熱能、氣體等 ) 

以及對同化後的批量資料，例如舊有工廠營
運資料、便宜原油、物流成本資料和終端市
場定價資料等，進行進階分析，保留現有產
品線和營運事業的商業價值。

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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