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地方炼厂成品油出口配额取消事件解读 

 

2016 年政府取消了地方炼厂的原油进口权和进口使用权，同时首次针对地方炼厂，开

放了成品油的出口权，幵设置了相关的出口配额。2016 年，共有 12 家地方炼厂获得成品

油出口配额，共发放配额 167.5 万吨，但实际完成总量丌到 100 万吨，完成率为 60%左右。 

2016 年 12 月 30 日，国家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联合下发了 2017 年第一批加工贸易成

品油出口配额名单，见表一。从表一可知，出口成品油主要集中在柴油品种，相比 2016 年

发生较大的改变，且 2017 年第一批出口配额基本集中在两桶油和中海油及中国国化手里，

而地方炼厂已从原先的第一批配额 43 万吨变成了 0 配额。 

另外，2017 年第一批出口配额共 1240 万吨，“两桶油”的出口配额约占 85%，达

到 1050 吨，中海油和中化各为 80 万吨和 155 万吨，较 2016 年同期大幅缩减了 40.76%。 

表一：2017 年第一批成品油出口配额  

 

资料来源：商务部 

 

目前为止（公开信息渠道获知），共有 12 家民营炼厂获得了进口权或者进口使用权，

其中 11 家涉及进口使用权 4919 万吨，折合 410 万吨/月，进口权 2052 万吨，其中，隶属

山东地区 9 家企业，包含了进口权 1352 万吨，进口使用权 3603 万吨，折合 300 万吨/月。 

仅就上述 11 家民营企业一次炼化能力来看，炼化产能已然达到了亿吨级别。同时，

据相关公告信息了解，山东地区整体炼化能力在一亿吨左右，集中度相对较高。由于之前若

干年，山东地区炼化企业均限于一次加工阶段，产成品集中于汽油、柴油等炼油产品，很少

涉及烯烃、芳烃等深加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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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民营炼厂进口权和使用权 

企业 限额（万吨） 权限 

东明石化 750 

进口使用权和进口权 
盘锦北方沥青 700 

山东垦利石化 252 

利津石化 350 

宝塔石化 616 

进口使用权 

亚通石化 276 

中化弘润 530 

山东京博石化 331 

山东寿光鲁清 258 

汇丰石化 416 

万达天弘 440 

资料来源：信达期货 

 

根据 wind 咨询网站，山东地区 35 家地炼厂常减压部分的开工率变化可知，2016 年年

初开始地炼厂开工率持续上行。由图 1 可知，开工率从原先 40-45%区间上升至 55-60%，上

涨 15%，增加原油炼化需求近 1500 万吨，折合 120 万吨/月，另外山东民营炼厂原油进口数

据的滞后影响，预估山东地区原油进口量占国内进口量份额的 25-30%。 

图 1：山东地炼厂开工率（单位：%） 

 

资料来源：Wind、信达期货 

 

截止 11 月份，中国原油进口累计 34463 万吨，相比 2015 年 1-11 月份增加超过 4000

万吨，预计 2016 年全年增加近 4500 万吨。而仅山东一省，1-11 月份累计进口就达 10316

万吨，增量接近 4000 万吨，也就是说，2016 年中国原油进口增加值九成归功于山东省地

炼厂的原油进口。主要源于 2016 年放开了原油进口使用权和进口权，额度在 5000 万吨附

近，甲请使用者均为山东地炼企业。 

进口量的增加，山东地炼厂开工率大幅上行进一步验证原油进口增量绝大部分消耗于

地炼厂，而鉴于目前地炼厂均为一次加工为主，产品均集中在汽油、柴油等成品油。借鉴两



 

桶油的成品油出油率，以 60%计算，2016 年新增 2500 万吨成品油，大致测算，将近 2000

万吨成品油的增量由山东地产产出。 

总结： 

地方炼厂 2016 年成品油出口配额在 167 万吨，相对于其整个产量而言，占比微丌足

道。可想而知，出口毫无利润可言，且地方炼厂以前都是在内陆进行短途运输，出口要进行

长途运输，集港时间又比较长，耗费成本丌小。因此，截止 2016 年 11 月份，地方炼厂只

完成了 100 万吨亦情有可原，即使 2017 年取消了地方炼厂的原油出口配额，总体上丌会对

其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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