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信息周报（化工、新能源）工投公司
Chemical & New Energy Industry News Weekly

2017 年第 21 期 2017 年 6 月 1 日

一周头条
本周涨幅靠前的品种：丙烯酸丁酯（宁波台塑）(+18.6%），丙烯酸（宁波台塑普酸）(+18.1%），
醋酐（+5.8%），环氧丙烷 (+5.6%），丙烯（韩国 FOB）（+5.6%），己内酰胺（+5.2%），醋
酸（+4.7%），PVC（华东电石法）
（+4.4%），软泡聚醚（+4.0%），尿素（华鲁恒升小颗粒） (+4.0%）
本周跌幅靠前的品种：醋酸乙烯（-12.5%）,尿素（波罗的海小颗粒） (-12.5%）， R134a（-11.4%），
H 酸（山东潍坊裕亿）（-8.6%），维生素 E（国产）（-5.7%），蛋氨酸（现货平均价）（-5.7%），
黄磷（川投化工）（-5.6%），丁二烯（上海石化）（-5.6%），乙烯（东南亚 CFR）（-5.0%），
苯胺（-4.4%）
『相关项目单位：华塑股份，主营电石法 PVC、烧碱、液氯等』

锂电材料

行业及公司动态
1. 安徽省首个陶铝新材料产业创新平台落户淮北。近日，安徽省正式批复2016年省级工程研究中
心和工程实验室名单，安徽相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获批组建铝基复合材料安徽省工程研究中心，这
意味着，安徽省首个获批的陶铝新材料产业创新平台落户淮北。
为贯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创新体系建设，安徽省开展了2016年省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实
验室的申报工作。活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按照“三重一创”的战略部署，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布局未来，完善现有重点产业创新网络，布局高端技术领域，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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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铝基复合材料安徽省工程研究中心致力于陶铝新材料关键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应用，推
动材料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将在全国铝基材料产业的技术升级等方面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
用，并力促淮北建设成为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陶铝新材料研发基地和产业化示范应
用基地。
该创新平台在淮建设，对于淮北市打造“中国陶铝峰”千亿板块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为
淮北市实施中国碳谷·绿金淮北战略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 我省首个石墨烯复合功能薄膜新材料工程实验室获批。落户于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石墨烯复
合功能薄膜新材料工程实验室，由省发展改革委以皖发改创新函〔2017〕190号文件批准成为2016
年度省级工程实验室。这也是我省首个以石墨烯复合功能薄膜新材料为研究对象的工程实验室。实
验室致力于提高我省乃至全国石墨烯复合功能薄膜材料的制造水平和档次，并将逐步发展成为安徽
石墨烯产业领域的省级重大研发平台。
“十三五”期间国家的产业政策倾斜，为石墨烯复合功能薄膜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
的政策环境，为“工程实验室”的组建提供了保障。宿州市现已将石墨烯复合材料作为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市政府先后与常州第六要素公司、泰鼎公司共同出资1亿元，合作成立宿
州市石墨烯科技公司、石墨烯研究院，在不断加速本地企业产品与石墨烯相结合的同时，逐步加快
研发成果产业化，实现产品升级。
正在不断建设完善的石墨烯复合功能薄膜新材料工程实验室以环保软包装材料作为当前的发
展重点，遵循着“以市场为导向，技术支持市场”的原则，开展石墨烯复合功能薄膜新材料研究及
相关产品的设计和试验验证，以及石墨烯复合功能薄膜新材料产业化的关键技术攻关和重大新产品
开发及重要环保包装技术标准的研究制定。实验室携手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学和宿州学院，不断
凝聚、培养产业技术创新人才，开展产业技术研发的交流与合作。全力整合企业内外技术资源，开
发具有市场潜力的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
据悉，工程实验室采取边组建边运行的工作方式实施。建设分两年完成(2016年6月—2018年
5月)，改建后实验室的总面积达到2400平方米以上。目前，工程实验室科研楼实验室主体建设完工。
计划在5月底完成理化测试、微结构测试、阻隔性能测试、力学性能测试和抗菌性能测试研究室的
改造以及相关设备的安装、调试以及石墨烯基复合抗菌薄膜工艺设计及实验室小试工作。力争在
2018年内，将安徽省石墨烯复合功能薄膜新材料工程实验室培育成为国内一流的工程实验室。
3. 300余家上市国企参与并购重组，化工、公共事业、房地产行业较集中。今年以来，在国资整合
预期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上市国企参与并购重组交易的热情依然不减。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显示，
截至6月1日中午，今年以来A股市场中共有约310家国企参与到401笔并购交易中。其中，109笔交
易已完成，274笔交易正在推进中，18笔交易失败。虽然去年9月份《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发布后，A股并购重组市场有所降温，但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国企改革仍是今年并购重组市场
中的最大看点之一。并购重组是国企改革中的关键内容之一，当前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行为，
主要是为了深化结构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企经营效率，提升公司竞争力。而且，国企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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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与资产证券化相结合，可提高资产证券化比率，加大企业资金供给，助力提升市值，今年国企
并购重组有望加快推进。值得关注的是，在上述401笔并购交易中，多数集中在28个申万行业板块
中的化工、公共事业、房地产这三大行业。化工、公共事业、房地产都是周期较长的行业，也大多
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在市场流动性偏紧的背景下，这三个行业板块的国企上市公司资源相对较多，
经营与并购重组承受能力更强，因此更容易与这类项目开展交易。那些处于快速上升期的行业，更
容易发生纵向与横向整合，新设合并、吸收合并也更为活跃。
4. 安庆新曙光精细化工公司锅炉烟囱爆破拆除。5月27日下午，安庆新曙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对使
用近30年的20t锅炉烟囱进行爆破拆除。锅炉烟囱被爆破拆除。据了解，为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整
改要求，今年4月30日起，安庆新曙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全面停止生产，并启动生产装置整体搬迁
工作。5月初，公司组织开展合成氨地面标志性建筑物20t锅炉烟囱、尿素塔爆破拆除工作。锅炉烟
囱建于1988年，高60米，重约300吨，是合成氨装置锅炉工序主要设备，该项设备2015年9月1日
停止生产。烟囱爆破体现了该公司遵循生态环保理念，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树立新的企业形象。截
止5月27日，该公司已经拆除了紧急放空烟囱、主烟囱和尾气回收管道，以及合成氨造气主要设备。
5. 安徽170万吨煤制烯烃审查总体统筹控制计划。5月23日至24日，中安联合煤业化工有限公司170
万吨/年煤制甲醇及转换烯烃项目总体统筹控制计划审查会召开。会议由中国石化工程部组织，分工
程管理和生产准备组对中安联合煤化工项目总体统筹控制计划进行了专项审查。最后，与会专家宣
读了审查意见，原则同意总体统筹控制计划，并对下一步各项优化工作提出了建议和意见。5月13
日，中安联合煤业化工有限公司170万吨/年煤制甲醇及转换烯烃项目35万吨/年聚丙烯装置正式开
工建设。标志着中安联合项目进入了实质开工阶段。随着聚丙烯装置顺利开工，中安联合煤制甲醇
及转化烯烃项目其他各装置区土建、安装施工也将陆续展开。
中安联合煤化一体化项目是中国石化、安徽省重点建设项目。中安联合煤业化工有限公司由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按50%股权比例出资，注册资本40
亿元人民币，于2010年12月18日挂牌成立。中安联合煤化一体化项目核心工艺采用中石化自主知
识产权的S-MTO专利技术，气化装置采用中石化自主知识产权的SE-东方炉技术。以朱集西矿煤炭
为原料，生产甲醇及转化烯烃(LDPE/PP)、乙二醇(MEG)等产品。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总承
包该项目MTO/OCC、PP两套装置及中控、110千伏变电所等6个配套设施的设计、采购和施工任务；
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承包项目气化装置设计施工。
中国石化目前布局了5个煤化工基地，开展了包括宁夏宁东煤制化学品项目、内蒙古中天合创
煤制烯烃项目、安徽中安煤制烯烃项目、贵州毕节煤制烯烃项目和新疆准东煤制气项目的规划建设。
其中，宁夏和内蒙古项目已经投产运行，安徽项目正在建设之中，贵州项目已经通过环评，新疆项
目则在开展前期工作。
6. 滁州市深化与中科院化学所产学研合作。今年初,滁州市政府与中科院化学所签订了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全面启动与中科院化学所产学研合作。为使中科院化学所研发创新能力和科研成果更多惠及
滁州市广大企业，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近期，滁州市经信委会同中科院化学所科技处联合编

行业信息周报（化工、新能源）工投公司
Chemical & New Energy Industry News Weekly

2017 年第 21 期 2017 年 6 月 1 日

印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待转化成果汇编》。
7. 巴斯夫美国停车，丙烯酸及酯价格上涨：5 月16 日巴斯夫宣布其在美国的丙烯酸丁酯遭遇不可
抗力停车检修。回顾去年10 月BASF 德国爆炸导致丙烯酸暴涨经验，此次对国内市场信心提振仍
较大。本周国内丙烯酸及酯价格上涨700-10000 元，涨幅超过15%。更重要的是，4-5 月丙烯酸
及酯行业降负荷去库存，给此次涨价孕育了条件，预计近期丙烯酸及酯价格仍会维持强势。
8. OPEC延长减产协议，国际油价小幅震荡。本周WTI期货、Brent期货价格分别下跌2.4%、3.5%
至49.12美元/桶和51.75美元/桶。5月25日，OPEC及其他主要产油国在维也纳召开会议，会中沙特
和俄罗斯表示应延长减产协议至2018年3月，且多个产油国表示同意此次减产协议的延长。但本次
会议中并未提及进一步加大减产力度，市场担忧近年来美国页岩油产量的增加将使得全球原油供应
重回过剩格局。因此本周国际油价先涨后跌，总体维持震荡态势。此外，截至5月19日当周，美国
汽油库存、精炼油库存分别减少78.7万桶、48.5万桶，降幅略低于此前市场预估的119.4、74.3万
桶。

专题报告——千亿 OLED 产业的材料困局：一半生机一半“窘”
即使有着国家各项政策的不断加码和地方政府不遗余力的“狂热”扶持，已经砸下近两千亿元
投资的AMOLED产业生态困局依然显露无遗，主要原材料仍高度依赖进口，重要设备更是让国外厂
商订单排至了数年后。自1983年被美籍华裔教授邓青云（ChingW. Tang）在实验室中发现后，显
示产业界就开始了对OLED的技术研究与产业化之路。但随着全球LCD面板技术、产能逐渐转移至
中国，OLED这种新型显示技术就成为美国、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台湾地区众多企业意图重新掌控
全球显示领域制高点的必争之地。而这些跨国显示巨头的投资的重点也开始加速转向OLED。虽然
有国内多家企业开始发力OLED材料，但目前局面难言乐观。仅有的数家可以供货的国内OLED材料
企业主要也都主要集中于中间体材料。
全球 OLED 终端材料主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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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尤其是高端材料一直是中国多个产业领域受制于人的关键之处，
料尤其是高端材料一直是中国多个产业领域受制于人的关键之处，OLED 也不例外。
也不例外。正如固安鼎
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任雪艳所言，“目前中国的材料厂商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是：专利、技术需
求、新一代 OLED 材料技术挑战及品质。”
幸运的是，这一窘境正在开始改观。
材料窘困
自 2016 年 5 月 1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实施制造业升级
改造重大工程包的通知》，
）、氧化物
）、有机发光
改造重大工程包的通知》，明确指出重点发展低温多晶硅
》，明确指出重点发展低温多晶硅（
明确指出重点发展低温多晶硅（LTPS）、
）、氧化物（
氧化物（Oxide）、
）、有机发光
半导体显示（
）等新一代显示量产技术，
半导体显示（AMOLED）
等新一代显示量产技术，建设高世代生产线。
建设高世代生产线。OLED 面板及其材料行业就
备受产业界和资本界的关注。
备受产业界和资本界的关注。类似于这样的扶持政策还在不断出台。
类似于这样的扶持政策还在不断出台。
2017 年 1 月 23 日，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印发《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指南提出开
展重点新材料应用示范。以碳纤维复合材料、高温合金、航空铝材、宽禁带半导体材料、新型显示
新型显示
材料、电池材料、特种分离及过滤材料、生物材料等市场潜力巨大、产业化条件完备的新材料品种，
材料
组织开展应用示范。政策的不断出炉表明 OLED 行业发展已经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未来将受到国
家的大力支持，发展速度有望超预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 OLED 显示材料国产化的窘困境地。
5 月 24 日，全球 OLED 材料主要供应商日本出光兴产宣布与京东方（BOE）在 OLED 面板领域展
开战略性合作达成基本共识。建立合作关系后，出光兴产不仅会向京东方供货，还将根据京东方的
需求开发高性能 OLED 材料。在 OLED 面板不可或缺的蓝色发光材料方面，出光兴产保有众多独有
的专利技术，同时其也是全球主要 OLED 面板商是 LG Display 和 Samsung Display 的 OLED 材料
的供应商。赛迪顾问光电子事业部分析师赵翼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大热的 OLED 尤其
AMOLED 领域，原材料方面的核心技术仍将被日韩欧美企业牢牢掌控。”
以 OLED 面板不可或缺的偏光片为例，目前国内仅有三利谱和盛波光电可以量产偏光片
目前国内仅有三利谱和盛波光电可以量产偏光片。
目前国内仅有三利谱和盛波光电可以量产偏光片。
三利谱的招股说明书也显示，招股说明书显示，由于偏光片技术门槛较高，市场主要被 LG 化学、
住友化学、日东电工等几大厂商垄断。但随着新兴市场持续的技术积累，日韩厂商的市场集中度有
所降低。预计从 2014 年至 2018 年，前三大厂商一直是 LG 化学、住友化学、日东电工，虽然市场
格局变化不大，但市场份额从 2014 年的 72%下降至 2018 年的 66%，中国台地区、中国大陆厂商
的厂商产能逐渐发力，市场占有率开始逐步上升。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国内仅有两家企业可以
量产的偏光片，其主要原材料依然需要进口。三利谱在招股说明书中坦承，偏光片生产企业关键原
偏光片生产企业关键原
材料 TAC、
、PVA 膜的采购主要依赖日本企业的供应。
膜的采购主要依赖日本企业的供应。据 Display Search 统计数据显示，
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富士
胶片占据 TAC 膜主要市场份额，
膜主要市场份额，日本可乐丽占据 PVA 膜的主要市场份额。
膜的主要市场份额。有数据显示，日本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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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片和柯尼卡美能达两家日企 TAC 膜全球市占率分别为 70％和 20％，两者占据全球 TAC 膜市场
约 90％的份额，而日本可乐丽占据 PVA 膜约 65%的市场份额。同样相当于
同样相当于 OLED 面板产线心脏部
面板产线心脏部
位的真空蒸镀设备，
位的真空蒸镀设备，也被 Canon 旗下 OLED 面板制造设备大厂 Canon Tokki 近乎独占。
近乎独占。
“显示的行业瞬息万变，新技术革新不断，中国材料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在创新上做出自己的
拳头产品，否则在机遇到来之前，我们就会被出局。” 任雪艳在此前的一次会议上大声疾呼。一切迹
象都显示，国内目前新增的近两千亿元 OLED 面板市场急需国产材料的入局。
两千亿市场
随着 OLED 工艺技术的逐步成熟，产品良率不断提升，成本快速下降正在推动着 OLED 显示应用的
快速增长。有咨询机构给出的数据，预计 2020 年 AMOLED 市场规模将达到 717 亿美元，而此前
该机构在 2015 年给出的预测数据仅为 460 亿美元。
OLED 显示应用的快速崛起也加快了 OLED 面板厂商扩充产能的步伐。
面板厂商扩充产能的步伐。3 月 31 日，武汉华星光电 6
代 LTPS- AMOLED 项目签约仪式在东湖宾馆成功举行，华星光电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签订合作协议，投资 350 亿元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 6 代 LTPS-AMOLED 柔性
显示面板生产线。华星光电方面表示，武汉华星光电 t4 项目预计 2019 年二季度投产，2020 年上半
年量产，预计满产后将达到月产 4.5 万大片玻璃基板。就在华星光电 6 代线签约仪式此前的一天，
京东方与云南北方奥雷德光电科技以及高平科技（深圳）签署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于云南昆明合资
组建成立项目公司，拟合作投资研发、生产及销售电子领域的 OLED 微型显示器，计划每年产能为
100 万片，投资总额约为 11.5 亿元人民币。这也是京东方继四川绵阳
这也是京东方继四川绵阳、
这也是京东方继四川绵阳、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成都后第四条
OLED 生产线。
生产线。除京东方、
除京东方、华星光电外，
华星光电外，国内 OLED 面板大厂和辉光电、
面板大厂和辉光电、深天马、
深天马、国显光电去年以
来也加快了 OLED 面板的投资脚步。
面板的投资脚步。
2016 年 6 月 28 日华夏幸福公告称，子公司华夏幸福光电科技（固安）公司与河北固安新兴产业示
范区、昆山国显光电公司签署投资框架协议，在固安合建第六代 AMOLED 面板生产线，生产基板
尺寸为 1.5m×1.85m，设计产能 3 万片／月。项目总投资约 300 亿元计划 2017 年 1 月开工，2018
年 12 月量产。
公告还显示，在固安相邻的河北霸州经济开发区，华夏幸福子公司华夏幸福光电科技（霸州）有限
公司、开发区管委会、昆山国显光电等拟共同投资 AMOLED 显示模组项目，设计产能为 670 万片/
月，总投资约 60 亿元，项目计划 2017 年 3 月开建，2018 年 12 月投产。
初步统计，
初步统计，2016 年以来，
年以来，国内面板厂商投向 6 代 AMOLED 面板产线的资金已超过 1600 亿元。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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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以来部分 AMOLED 产能情况

在这新增的近 2000 亿元 OLED 面板投资中，国产设备和材料企业所能分得的蛋糕微乎其微。但国
产面板厂商却并不甘心于原材料受制于人。依赖进口材料就意味着高昂的成本，产能也随时可能因
为各种原因受到钳制。
新希望
据市场研究公司 Ubi Research 估算，
估算，OLED 材料今年与明年的市场规模将分别达到 95.7 亿美元和
158.6 亿美元。
亿美元。Ubi Research 预计 2021 年，OLED 材料市场规模将达到 335.9 亿美元。
亿美元。
所幸的是，外资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高毛利，这种高毛利的 OLED 材料也正吸引着大量
国内资本的“竞相杀入”。
目前国内材料企业已经有万润股份、
目前国内材料企业已经有万润股份、濮阳惠成、
濮阳惠成、西安瑞联、
西安瑞联、北京阿格蕾雅等相继在
阿格蕾雅等相继在 OLED 中间体材
料领域破局
料领域破局，
破局，在偏光片领域，
在偏光片领域，三利谱、
三利谱、盛波光电等也开始为
盛波光电等也开始为京东方
开始为京东方、
京东方、深天马、
深天马、华星光电等面板企业
小批量供
小批量供货
量供货。
国内主要 OLED 材料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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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纶科技(002341.SZ)就已经将常州功能材料产业基地聚焦到了 OLED 产业领域，据公开资料显示
新纶科技已布局 OLED 显示模组中使用的超薄双面胶带、OLED 触控模组中使用的 OCA 胶带以及
OLED 偏光片中的光学膜等一系列产品（目前均完全依赖进口），并且已经通过一线客户的认证开
始批量出货.
“九目公司自 2005 年成立至今，已从单一的市场定制逐渐形成了多个系列产品的自主开发体系，在
产品结构上从最初的基础中间体原料，逐渐发展到多种功能性高端材料，产品技术含量逐渐提高，
研发与生产实力不断增强。目前九目公司立足于 OLED 材料及其他功能性材料领域，为国内 OLED
材料领域的领先企业。”万润股份副总经理王继华表示。
北京阿格蕾雅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戴雷表示，阿格蕾雅从开始就注重各个功能层材料的开发，后来
也把重心转移到了红绿蓝发光材料的开发，目前阿格蕾雅主要产品系列包括 OLED 各类材料，以及
RGB 的荧光材料。
“智能手机将从 2018 年起将大幅采用 OLED，至 2023 年将超过 50％以上市占率，而原本是平面应
用产品、笔记本电脑等市场的液晶显示主流技术，也会慢慢被 OLED 显示技术侵蚀，当然这些美好
的趋势与未来还有赖材料与设备厂商更多的努力与投入。”华星光电总经理赵勇在此前的一次会议上
如是说。
OLED 产业链
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