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泰化学：新疆资源能源转化的主力军

证券时报记者 宋雨

2012年,在国家强化宏观调控和产

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 , 聚氯乙烯

(PVC) 全行业退出无效和落后产能

252万吨。 2012年,中泰化学新增聚氯

乙烯树脂产能80万吨。 目前,中泰化学

已具备年产150万吨聚氯乙烯树脂、

110万吨离子膜烧碱的产能, 规模居全

国氯碱行业榜首,世界前列。

这个坐落在天山脚下的氯碱巨头

在12年前还是一家濒临破产倒闭的小

小氯碱厂。是什么让她发生了如此天翻

地覆的巨变?成长起来的中泰又将如何

深远地影响中国氯碱行业未来的发展?

带着重重疑问,我们深入到企业,参观了

公司位于米东、阜康、大黄山的三大产

业园区基地,并与一线员工、公司高管

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 通过走访,一个

“深谙我国能源化工发展趋势, 真抓实

干、顽强拼搏、奋发进取” 的企业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疆优势资源转换

战略的践行者

“依托新疆的优势资源， 成本优势

已经成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把新

疆丰富的煤炭、石灰石、原盐等资源转

换成

ＰＶＣ

、烧碱产品，这样就间接地将

新疆的能源输送到了全国各地。 ”

没有豪言壮语，轻松语态间透露出

对产业的坚定自信，中泰化学（

００２０９２

）

董事长王洪欣从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

高度阐释公司产业：“电石法聚氯乙烯

是替代石油的战略路线，我们在充分发

挥新疆的资源优势，同时也在维护国家

的能源安全。 ”

地处新疆的中泰化学， 主营聚氯

乙烯树脂（简称

ＰＶＣ

）、离子膜烧碱的

生产和销售， 公司目前是世界上最大

的电石法

ＰＶＣ

生产企业。 公司总工程

师赵永禄介绍说：“电石法和乙烯法是

生产

ＰＶＣ

的两种主要制备工艺，乙烯

法的主要原料是石油； 电石法的主要

生产原料是电石、煤炭和原盐。在电石

法制备

ＰＶＣ

中， 原盐电解产生的氯

气、 氢气经合成氯化氢后用于生产

ＰＶＣ

，同时产生烧碱。所以，氯、碱实际

上存在共生关系。目前，世界大多数国

家

ＰＶＣ

生产均以乙烯法为主，中国由

于‘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

点， 再加上近年石油价格持续上涨且

居高不下， 因此电石法成为我国

ＰＶＣ

生产的主流工艺。 ”

图1: 乙烯法和电石法制备PVC工

艺简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

根据最新资料，我国电石法装置产

能占到

ＰＶＣ

总产能的

８０％

。

２０１２

年，

我国原油表观消费量接近

５

亿吨，对外

依存度为

５８％

。 根据专家预计：“

２０２０

年我国原油产量

２．２

亿吨，表观消费量

约

６

亿吨，年均增长

３．１５％

，净进口

３．８

亿吨，对外依存度

６３．３％

。预计

２０３０

年

原油产量

２．５

亿吨，表观消费量年均增

长

２．５０％

， 至

７．７

亿吨， 净进口

５．２

亿

吨，对外依存度

６７．５％

。 ”我国的石油严

重依赖于进口，石油保障和能源安全问

题日益紧迫。同时我国的石油化工工业

正经受着国际石油供应及高价格的严

峻考验，而立足本国资源，大力发展煤

化工就成了有效缓解能源矛盾的必经

途径。

赵永禄做了这样一个换算：“如果

我们以去年我国电石法

ＰＶＣ

产量接

近

１０００

万吨来做个简单推算，电石法

ＰＶＣ

生产的全部产量如果改由乙烯法

来生产，则需消耗乙烯约

５００

万吨，而

生产这些乙烯需要消耗约

６２５０

万吨

原油来配套，占

２０１２

年我国原油表观

消费量的

１２．５％

。 通过计算我们可以

很直观地看到电石法生产

ＰＶＣ

对原

油替代的效果非常显著， 这种工艺对

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有巨大贡献， 从根

本上保障了我国

ＰＶＣ

产业的稳步增

长和可持续发展。 电石法

ＰＶＣ

在我国

已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目前已是工艺

成熟、竞争力强、且环境发展瓶颈问题

已基本解决的煤化工路线之一。 未来

随着

ＰＶＣ

需求量的不断增长以及对

外出口规模的提升，电石法

ＰＶＣ

仍将

大有可为。 ”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后，新疆自

治区党委和政府提出，要尽快把新疆建

成国家大型油气生产加工基地、大型煤

炭煤电煤化工基地、大型风电基地和国

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道。 电石法

ＰＶＣ

需要充沛的资源作为生产保障，新疆煤

炭资源位居全国首位，同时，新疆还拥

有石灰石、原盐等优势矿产，这些丰富

的能源及矿产资源使得新疆发展电石

法

ＰＶＣ

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此外，由于运输成本原因，新疆地区原

盐、 煤等初级原材料基本只在疆内销

售，而本地需求有限，因此与氯碱工业

相关的资源价格十分低廉，原盐、煤、电

力的价格明显低于疆外平均水平，综合

成本优势显著。 虽然我国东部地区是

ＰＶＣ

产品的主要消费区域，但东部地区

受能源、电力紧缺，运输物流成本上升

的影响， 一方面电石产量逐年下降，另

一方面外购电石由于运输距离长导致

成本大幅上升，因而在国家限制高能耗

产业发展的前提下，其发展条件明显不

如西部地区。

我国氯碱产能向西部地区集中是

大势所趋 。 新疆已明确提出，“走

‘煤—电—高载能产业一体化’ 道路，

积极承接内地产业转移， 建设国家高

载能产业集聚区”。氯碱工业正是高载

能产业之一， 通过氯碱产业的发展可

以实现疆内煤、盐、石灰石等矿产资源

的转化，提高产品经济附加值，加速本

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因此

发展氯碱产业得到新疆自治区政府的

大力扶持。

中泰化学正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

下脱颖而出的典型代表，赵永禄自豪地

说：“我们牢牢抓住了产业转移、资源优

势转换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依托

资源禀赋优势，迅速崛起并致力于做大

做强做优的发展路线，建设了‘煤炭—

电力—电石—聚氯乙烯’ 完整产业链，

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成本最低、核心竞

争优势突出的氯碱企业。 ”

传统企业

不传统的发展之路

“尽管从今天来看中泰化学取得了

巨大成功，但回望公司发展历程，中泰

化学的成功之路并不平坦。 ”中泰化学

米东工业园区负责人肖军向记者表示。

中泰化学的前身是

１９５８

年开始筹

建的新疆八一农学院农药厂，

１９６２

年

改名为新疆烧碱厂。依靠轰轰烈烈的白

手起家，

１９６３

年工厂正式投产。

“尽管筹建时的诸多困难让我们吃

尽了苦头，但它也让吃苦耐劳、逆境中

迎难而上的创业精神深深植入到了中

泰人的基因，这种基因正是中泰化学能

够开疆拓土，不断壮大的关键。 ”肖军感

叹道。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新疆烧碱厂

在五、六十年代引进的设备和技术面临

市场淘汰之际，新疆烧碱厂果断实施技

改工程。

１９９５

年，新疆烧碱厂

１

万吨

／

年

聚氯乙烯树脂装置建成投产，

２

万吨

／

年

离子膜生产装置也一次试车成功。与此

同时，新疆烧碱厂更名为新疆氯碱厂。

虽然技术改造使当时新疆氯碱厂

的技术装备步入国内领先水平，但巨额

的工程改造贷款以及随之而来的东南

亚金融危机致使新疆氯碱厂从

１９９７

年

开始陷入连年亏损， 到

１９９９

年工厂已

濒临倒闭。

１９９９

年底， 新疆化工供销总公司

总经理王洪欣上调到新疆氯碱厂当厂

长。 由于一直从事供销工作，王洪欣刚

上任时也难免遭受质疑，然而，时间很

快证明，选择王洪欣为掌舵人是中泰化

学有史以来最正确的选择。

“可以说，没有王董，就没有中泰

化学的今天。 王董是一个把握战略机

遇能力特别强， 也是非常有危机感的

一个人，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中泰员工

不敢有丝毫懈怠， 齐心协力往前走是

我们唯一的选择。 ”肖军的话代表着中

泰人的心声。

２００１

年，新疆氯碱厂成功改制，甩

掉了巨额债务包袱，建立了符合现代化

企业制度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为中

泰化学日后的腾飞奠定了体制基础。

２００２

开始公司每年业绩都保持

４０％

以

上的增长速度，良好的业绩表现为中泰

化学上市铺平了道路。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中泰化学成功挂牌深交所。

“事实上，

２００１

年改制完成后，我

们就开始了上市准备工作， 并于

２００３

年完成了增资扩股， 总股本由原来的

６０００

万股增加到

１．３６

亿股。 ”中泰化学

董事会秘书范雪峰告诉记者：“

２００６

年

公司上市时，正值米东工业园建设资金

需求的高峰期，首发募集的

６．６

亿元资

金为公司解了燃眉之急；上市一年后的

２００７

年，我们又启动了公开增发工作，

年底成功募集资金

１０

亿元， 主要用于

米东工业园一期技改项目的投资及偿

还项目贷款；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中泰化学又

完成了

３８

亿元的增发工作， 用于米东

工业园二期

３６

万吨

／

年聚氯乙烯树脂、

３０

万吨

／

年离子膜烧碱配套

２×１３．５

万千

瓦机组项目和二期化工热电联产项目

的资金需求。上市为中泰化学打通了直

接融资的渠道，而我们也抓住了公司发

展的每一个关键期。 ”

２０１０

年， 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中

泰化学阜康工业园开始投资建设。根据

规划，该工业园最终形成年产

１６０

万吨

聚氯乙烯树脂、

１２０

万吨离子膜烧碱、

配套

１２０

万千瓦发电机组。 截至目前，

阜康工业园已完成年产

８０

万吨聚氯乙

烯树脂、

６０

万吨离子膜烧碱、 配套

６０

万千瓦发电机组及

２５０

万吨电石渣制

水泥的生产能力。阜康工业园一二期项

目的投产，使中泰化学聚氯乙烯产能达

到

１５０

万吨，跃居全国第一。

“阜康工业园一二期从开工到投产

我们仅用了

５００

天左右的时间，在如此

短的时间内建成

８０

万吨聚氯乙烯产

能，并一次调试成功并投产，这在全世

界的氯碱行业都不曾有过。 ”赵永禄总

工这样表述：“阜康工业园的建设起点

是‘工艺先进节能化、装置大型减排化、

控制集约低碳化’， 采用的是当今世界

上最先进的工艺技术、生产装置和控制

系统。 ”

借助资源、成本和上市带来的融资

优势， 中泰化学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跨

越，尽管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中泰化学

前进的脚步并未放缓。

今年

４

月，阜康工业园三、四期的

建设即将启动，待

２０１５

年建成后，中泰

化学将形成年产

２３０

万吨聚氯乙烯树

脂、

１７０

万吨离子膜烧碱、 配套

140

万

千瓦热电联产机组的产能。根据公司规

划，中泰化学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增加产

能，到“十二五”末公司主要产品的生产

能力达到聚氯乙烯树脂

３００

万吨

／

年、离

子膜烧碱

２２０

万吨

／

年。

“这个目标达到后， 中泰化学不会

再继续扩张产能，而是将工作的中心转

变到发展质量上来，通过延伸产业链进

一步巩固和强化公司的低成本优势。此

外，我们还将围绕新疆资源优势，加大

力量向现代煤化工产业横向扩张。 ”王

洪欣董事长清晰描画中泰化学未来的

发展思路。

与此同时， 中泰化学在配套完善

上游产业链方面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２００３

年，公司先后在阜康市设立阜康

市博达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和新疆中泰

矿冶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焦炭和电石，

建立稳固的电石生产基地。目前，中泰

矿冶电石年生产能力达到

１００

万吨，

公司煤炭

－

石灰

－

电石

－

化工一体化循

环经济产业链初步形成；资源方面，中

泰化学通过资本运作先后掌控了托克

逊县

４４

平方公里储量达

６９００

万吨的

盐矿， 乌鲁木齐地区

０．３６

平方公里、

近亿吨的石灰石资源以及奇台县

２４８．６０

平方公里

１４７

亿吨的优质煤炭

资源， 成功地掌控了公司未来发展所

需的核心资源， 为打造低成本战略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绿色化工”的极力倡导者

ＰＶＣ

聚氯乙烯树脂广泛用于工

业、建筑、农业、日用生活、包装、电

力、公用事业等领域，我国是全球目前

最大的

ＰＶＣ

生产和消费国。 在日常生

活中，我们通常见到的

ＰＶＣ

有硬制品

和软制品，硬制品包括管材与管件、门

窗及型材等等；软制品以电缆电线、包

装材料、壁纸为主。化工作为经济发展

的重要支柱产业， 对任何经济体都不

可或缺。如果没有化工企业，就没有燃

料油，没有化纤，也没有医药中间体、

农药、化肥、塑料等。

然而，社会上却广泛存在一种“化

工恐惧症”， 不少人一提到炼油、石

化、化工企业，就将其与高耗能、高排

放、有毒、异味等词汇联系在一起，都

希望它们远离自己的生活圈， 可以说

是“谈化色变”。

化工产业真有那么可怕吗？ 业

内专家普遍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

现代化的化工企业已经能够实现安

全、 环保生产， 不能只用老眼光看

待，只要按要求做好安全环保工作，

石化项目完全可以跟社区和谐共

处。在欧洲，巴斯夫在莱茵河边路德

维希港的工业园内有

３００

多套各种

化工装置， 和生活区仅一条马路之

隔； 日本东燃和歌山炼油厂每年加

工

８００

万吨原油， 生产

２０

多万吨

ＰＸ

，厂区和生活区间隔也只有

１０

米

的距离。

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认为，公

众产生“化工恐惧症”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 一些企业没有把安全环保工作做

好，频现的安全、污染事故引起了民众

恐慌是主要原因。 公众缺少基本的科

学知识，媒体夸大了一些负面影响，导

致公众产生误解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对此，王洪欣董事长也深有体会。

为学习发达国家化工企业先进的环保

经验，他曾率队赴欧洲、日本考察。 当

看到日本化工企业坐落在海边或繁华

的居民区，企业与居民相安无事、和谐

共生时，王董非常感慨，立志一定要为

中国化工企业争口气， 不让化工妖魔

化继续发展下去， 改变国人对化工的

传统负面印象。

中泰化学作为全国石油和化工行

业节能减排先进单位和新疆第一批工

业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单位， 其环保贡

献有目共睹。 “从本部到米东工业园、

再到阜康能源工业园， 我们越看越鼓

舞。在新疆企业中，环保工作落实得很

到位的并不多见， 中泰化学的环保工

作在新疆企业中树立了标杆。”新疆环

保厅党组书记孙昌华到中泰化学调研

后如此表示。

对此， 赵永禄总工非常肯定地表

示，中泰化学在历次的新、改、扩建项

目中，都始终如一地坚持“环保优先、

生态立区”的发展理念，特别重视环保

和资源节约， 努力创建 “绿色洁净生

产，人与自然共融”的工厂环境。 公司

从

２００８

年起投巨资进行环保设施的

改造升级，仅

２０１２

年，公司投入的节

能环保资金就达

１４．２６

亿元。 不仅如

此，公司还先后与新疆环科院、德国海

德堡环境与能源研究所进行合作，对

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进行处理， 建立

起了废水、废气、废渣、废热循环利用

网络，实现了资源循环式利用。废水采

用世界先进的凯膜技术和国内先进生

化法清洁生产技术处理， 水重复利用

率

９５％

以上； 电石废渣通过与天山股

份合作用于制水泥熟料， 实现了资源

的大联动、大循环；充分利用电石炉尾

气、焦炉尾气余热煅烧石灰石，充分回

收煤气中的硫磺、萘、粗笨等物质，确

保了企业环保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向

见效。此外，公司还投资

１

亿多元进行

世界先进的地面防渗处理， 开辟了疆

内化工企业先河。

记者探访中泰化学各工业园，厂

区干净清新，无任何异味，这与人们印

象中的传统化工厂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而占地

５７００

多亩的阜康能源工业

园区也让记者领略到了世界级现代化

工的风景， 更让人诧异的是厂区所有

设备的控制和操作集中由中央控制室

完成，各个车间的操作工人非常少见。

中泰化学在环保和循环经济上取

得的成功为国内化工行业树立了典范。

公司充分利用“三废”资源，实现了资源

化、减量化、无害化，每年减少废水排放

量

８０６

万

ｍ

３

、年回收氯乙烯

２５８

万

ｍ

３

、

乙炔

３９８．９

万

ｍ

３

、氢气

９４６

万

ｍ

３

、氯化

氢

９６０

万

ｍ

３

；“三废”综合利用产值达多

１２

亿元以上，变废为宝，创造了较大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中泰化学“绿色化工”的成果印证

了业内专家的观点：“社会上一个普遍

的误区就是认为化工企业环保就是纯

粹的成本或投入， 实际上只要环保和

循环经济做得够好， 其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将非常可观。 ”

２０１２

年，中泰化学实现销售收入

７1．１３

亿元。 其中， 销售

ＰＶＣ８５．５３

万

吨，销售烧碱

５５．６６

万吨。

ＰＶＣ

产能利

用率接近

１００％

， 高于行业平均

４０

个

百分点， 产销率

９９％

； 烧碱产能利用

率

９５％

， 高于行业平均

１４

个百分点，

产销率

９３％

。 公司疆内销售占比是

２７．５５％

，疆外销售占比

６１．３５％

，对外

出口占比

１１．１％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

看到在氯碱行业整体处于低迷时期的

２０１２

年，中泰化学却保持着较强的成

本竞争优势， 并将新疆能源转换为效

益优势，输向全国，输往世界。

低成本优势是基础化工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中泰化学率先建立起的“煤

炭—电力—电石—聚氯乙烯”完整产业

链将业内低成本的竞争再次升级,所以

我们看到在国内氯碱行业开工率普遍

不足 60%的情况下, 中泰化学一直在

满负荷生产。技术创新和清洁生产是化

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中泰化

学在股份制改造之初,就着眼于长远发

展,高起点高标准进行项目规划,并将环

保和创新视为企业的生命力源泉。经过

12 年持之以恒的发展,中泰化学建设世

界级具有传世地位的能源化工企业的

梦想在一步步落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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