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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9 年 12 月 4 日，经贵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

重组委”）2019 年第 65 次工作会议审核，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市公司”、“天津磁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

目获有条件通过。 

根据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上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并购重组委审核意

见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及核查，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答复，并在《天津环

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

下简称“重组报告书”）中进行了补充披露。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风证券”、“独立财务顾问”、“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

顾问，就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及核查，对所涉及的事项

及上市公司回复进行了核查如下。 

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采用的释义与重组报告书一致。本回复所引用的财务

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

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本回复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

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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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申请人结合丙烯—丙烷价差波动情况、下游客户需求变化和行业新增产能

情况，补充披露其对标的资产盈利能力稳定性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经核查，长期来看渤海石化丙烯—丙烷价差总体保持相对稳定，除区域内突

发性事件、国内突发性事件、短期国际局势等非供求关系影响情形外，基本处于

2,500 元/吨至 3,500 元/吨区间内；下游客户聚丙烯生产企业、环氧丙烷生产企业

需求旺盛，其行业产能扩张情况与渤海石化所处的丙烯行业产能扩张情况基本匹

配度，虽然可能存在短时间内由于市场供给增多导致丙烯—丙烷价差收窄的可能

性，但长期来看，渤海石化盈利能力仍具备较强稳定性，具体分析如下： 

一、丙烯—丙烷价差波动情况 

渤海石化的主要经营模式系使用 PDH 装置将其采购的丙烷脱氢生产丙烯，

报告期内丙烯销售收入占比达到其营业收入的 97%以上，销售成本包括原料丙烷

采购成本与加工成本，其中丙烷采购成本占比达到其销售成本的 80%左右，故渤

海石化盈利能力主要影响因素系丙烯与丙烷的价格变动。 

（一）丙烯价格影响因素 

鉴于丙烯陆路运输物理经济半径约为 500 公里以内，渤海石化主要客户为山

东省内的下游厂商，故其丙烯销售定价的依据主要是山东市场丙烯价格，具体参

考隆众石化商务网山东丙烯市场价、安迅思化工网山东丙烯出罐价等公开市场价

格。 

山东市场丙烯价格的影响因素主要为两方面，具体如下： 

1、长期影响因素 

（1）原油价格 

根据卓创资讯出具的《2018—2019 中国丙烯市场年度报告》，2018 年我国

33%的丙烯来自于催化裂化，27%丙烯来自于蒸汽裂解，上述两种工艺的原料系

原油及其加工品；山东省内地方性炼油厂（以下简称“地炼”）较多，省内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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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主要源于“地炼”，而“地炼”主要采用催化裂化装置制作丙烯；因此山东

丙烯价格与原油价格存在较高的相关性。 

历史年度山东丙烯价格与原油价格涨跌趋势基本趋于一致，具体情况如下图

所示： 

单位：元/吨 

 

注 1：上图数据来源于 Wind 资讯 

注 2：图中数据单位均已换算为“元/吨”，原油平均体积为 42 加仑/桶，根据原油平均密度

换算为 0.137 吨/桶 

从近 10 年丙烯价格变动趋势来看，2019 年丙烯的价格相对处于较低的水平，

经统计，2010 年至 2018 年，丙烯的平均价格约为 8,892 元/吨，而 2019 年 1-10

月，丙烯平均单价约为 7,862 元/吨，离平均值仍有 11.58%差距，具有一定的上

升空间。 

年度 丙烯价格（元/吨） 

2010 9,746.78 

2011 11,073.78 

2012 10,301.13 

2013 10,314.42 

2014 9,778.69 

2015 6,521.78 

2016 6,2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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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流成交价(中间价):丙烯:山东 期货结算价(连续):WTI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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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丙烯价格（元/吨） 

2017 7,541.72 

2018 8,487.04 

2019 年 1-10 月 7,861.88 

（2）山东市场丙烯行业供需关系 

①丙烯行业产量及需求情况 

2015 年至 2018 年我国丙烯产量及需求量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吨 

年份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国内产能 2,829.00 3,249.00 3,420.00 3,560.00 

国内产量 2,290.00 2,497.00 2,836.00 3,035.00 

进口量 277.13 290.29 309.88 284.39 

出口量 / / 0.17 0.34 

净进口量 277.13 290.29 309.71 284.05 

当量需求量 2,857.68 3,040.35 3,243.17 3,422.34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出具的《2018—2019 中国丙烯市场年度报告》、《2017—2018 中国丙烯

市场年度报告》 

注 1：丙烯国内产能与国内产量始终存在一定缺口的原因为：一是由于甲醇价格处于高位，

故甲醇制烯烃工艺（MTO 装置）与甲醇制丙烯工艺（MTP 装置）长时间处于原料价格大于

产品价格的情况，从而使得部分 MTO 装置与 MTP 装置开工率较低；二是蒸汽裂解装置及

催化裂化装置的主要产物分别为燃油及乙烯，而丙烯仅是其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故装置生

产负荷主要视其主要产品价格走势而定，整体负荷情况不稳定； 

注 2：当量需求量=（丙烯下游产品国内产量+丙烯下游产品进口量）*原料单耗。 

我国丙烯市场一直以来都面临着供不应求的情况，丙烯产量无法满足下游生

产企业需求量；丙烯下游生产企业仍需每年进口丙烯以满足其生产需要，丙烯净

进口量始终保持在 300 万吨左右。 

对于山东市场而言，一方面，其产能占国内丙烯总产能的比例近 4 年来一直

维持在 17%至 18%区间内且丙烯产能分布与产量分布基本趋同；另一方面，其

当量需求量占国内当量需求量的 18%，故山东市场丙烯供需情况与全国丙烯供需

情况基本保持一致，即丙烯在山东市场亦存在着供不应求的情形。 

未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丙烯整体需求也将随之进一步增长，根据工信部《石

化和化学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到 2020 年我国丙烯当量需求量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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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约 4,000 万吨规模，如维持现有生产规模，丙烯缺口将持续存在。 

②丙烯下游产品景气度 

丙烯下游的主要产品有聚丙烯 PP、环氧丙烷、丙烯腈、丙烯酸和辛醇，最

重要的用途是生产聚丙烯，用途占比高达 70%，其次是环氧丙烷等，故聚丙烯、

环氧丙烷行业的景气度直接关系到丙烯需求量。 

近几年我国聚丙烯产量持续增加，聚丙烯产量从 2014 年 1,373.90 万吨增长

至 2018 年度 2,092.20 万吨，增长了 52.28%，基本保持每年约 100 万吨左右的增

长速度。聚丙烯产量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大对上游原料丙烯的需求，从而拉

动丙烯产业的高速发展。 

③丙烯行业供需情况对丙烯价格的影响 

丙烯市场的供给方为丙烯生产企业，如渤海石化、万华化学等 PDH 丙烯生

产企业以及山东省内地方性炼油厂等，而丙烯市场的需求方则为丙烯下游产品生

产企业，如聚丙烯生产企业、环氧丙烷生产企业等。目前，我国丙烯国内产量无

法满足下游企业需求量，供给存在缺口，但是受丙烯陆路运输物理经济半径的影

响，丙烯经济销售区域内的市场供给需求变化会对销售价格产生影响。如山东地

区丙烯产能扩张而下游需求未同步增加，则一定时期内供需关系变化将对丙烯价

格存在一定向下的压力，但随着产能扩张压力逐渐释放，丙烯价格将回归平衡。 

2、短期影响因素 

（1）装置波动 

装置波动是影响市场价格短期波动的主要因素之一，丙烯生产企业装置停工

会导致市场供应量减少，给丙烯市场调价带来一定利好刺激，进而推动丙烯价格

上涨。相反，丙烯下游装置停工将导致市场需求下滑，给丙烯市场调价带来一定

利空影响，从而使丙烯价格下跌。丙烯生产装置及其下游生产装置波动是行业内

判断市场实时供需情况以及后市行情的关键性因素，是生产企业调价的重要依据，

也是经营者时刻关注的主要市场动态。 

（2）产品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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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山东丙烯生产企业以地炼为主，山东地炼丙烯球罐数量及容积相

对有限，球罐数量在 1—10 个不等，容积在 1,000 至 20,000 立方米不等，丙烯存

储周期在 3—10 天不等。丙烯库存累积容易引发憋罐风险，一旦憋罐，炼厂只能

选择倒罐或通过事故火炬燃烧消耗，严重的将引起气分、催化及常减压装置连环

停工。 

由于存储能力的限制，导致库存成为山东调整丙烯价格的参考依据之一，当

行情较差的阶段，地炼库存压力上升速度较快，会加剧价格下跌的速度和幅度。

相反，地炼库存及出货无压的情况下，山东丙烯价格往往相对坚挺。 

综上所述，我国丙烯市场发展良好，下游行业需求旺盛，短期内山东丙烯价

格会受到装置波动、产品库存等因素而产生波动，但是长期来看其价格走势仍主

要跟踪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并受到山东丙烯市场供需情况影响。 

（二）丙烷价格影响因素 

PDH 装置对于原材料品质有较高要求，而我国暂时不具备大规模供应 PDH

装置所需的高纯度丙烷能力，故报告期内渤海石化采购的丙烷基本来源于海外进

口，而进口丙烷价格存在如下特点： 

1、存在一定价格上限 

丙烷因其高热值和低价格的特点，常被用于供发动机及家用取暖系统的燃料。

目前中国所消费的丙烷中，用于民用供暖和工业燃料占比达到 70%，仅有 30%

用于化工原料。故以燃料为主要用途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丙烷的价格上限。 

2、来源广泛且供给充足 

进口丙烷主要来自中东油田伴生气和美国的页岩气。随着北美页岩气革命，

大量廉价丙烷进入市场，同时俄罗斯、加拿大、非洲、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对

丙烷开发力度的加大，丙烷总体产量不断提升，整体供应环境较为宽松，即使个

别国家发生突发性供给减少亦不会发生因丙烷供货短缺而导致丙烷价格飙升的

情形。 

例如中美贸易争端期间，中国对美国进口丙烷关税增至 26%，其后美国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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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烷几乎从中国市场消失，从贸易战前进口量 337.5 万吨（2017 年，丙烷来源占

比第 2）迅速降低至 0.24 万吨（2019 年 1—7 月数据，丙烷来源占比第 22）。美

国丙烷成本上升后，中国企业可迅速在市场中找到其他地区出口的丙烷填补美国

空缺。从渤海石化具体经营数据来看，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1

—6 月，北美丙烷采购数量占当期丙烷采购数量的比例分别为 42.55%、54.17%、

33.04%、0.00%，即渤海石化自北美丙烷加征关税后，逐步停止对美国地区的丙

烷采购，并迅速以中东丙烷填补空缺。 

3、价格存在一定季节性 

承上所述，丙烷以燃料为主要用途；对于中国大陆而言，采暖季一般为当年

11 月 15 日至后一年 3 月 15 日；而在采暖季期间，丙烷需求更加旺盛，存在一

定价格支撑。 

4、丙烷价格与原油价格相关性较强 

丙烷作为全球石油化工产业链中重要品种，且主要来源于原油开采的伴生气，

故丙烷市场价格与国际原油市场价格保持较高的正相关性，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单位：元/吨 

 

注 1：上图数据来源于 Wind 资讯 

注 2：图中数据单位均已换算为“元/吨”，原油平均体积为 42 加仑/桶，根据原油平均密度

换算为 0.137 吨/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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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烷价格与原油价格趋势图 

现货价:丙烷(冷冻货):CFR华东 期货结算价(连续):WTI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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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丙烷属于国际大宗商品，整体供应充足，受其主要用于燃料用途

的限制，供需关系相对稳定，其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相关性更强，与国际原油价

格波动幅度偏差较小。 

（三）丙烯—丙烷价差走势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今，丙烯、丙烷价差趋势如下图所示： 

单位：元/吨 

 

注：上图数据系 Wind 资讯数据扣除相关税负后测算所得。 

历史期间内丙烯、丙烷各自的价格走势存在波动，但丙烯—丙烷价差基本保

持 2,500 元/吨至 3,500 元/吨区间内；在合计 1,362 天的统计区间内，丙烯—丙烷

价差主要分布如下： 

丙烯-丙烷价差（x） 天数（天） 占比 

x>3,500 元/吨 180 13.24% 

2,500 元/吨<x<3,500 元/吨 1,013 74.38% 

x<2,500 元/吨 169 12.38% 

合计 1,362 100.00% 

从上表可知，处于 2,500元/吨至 3,500元/吨的天数为 1,013天，占比 74.38%；

高于 3,500 元/吨的天数为 180 天，占比 13.24%；而丙烯—丙烷价差低于 2,500

元/吨的天数占比仅为 12.38%，前述丙烯—丙烷价差低点主要系特殊事项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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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2014 年 4 季度原油价格因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决定不减产等非市场

因素影响迅速下跌，丙烯、丙烷价格同步下降，但由于年末属于采暖季，丙烷存

在一定价格支撑，故价差有所缩小； 

第二，2015 年下半年，受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影响，丙烯价格及丙烷价

格同步下跌，但同时叠加 2015 年国内大量 PDH 装置集中投产以及“8·12 天津

滨海新区爆炸事故”注影响，导致丙烯—丙烷价差出现暂时性收窄； 

第三，2019 年上半年，部分山东区域丙烯下游生产企业在集中检修、前期

产能的集中释放导致丙烯价格存在向下压力，且由于当年末及次年初属于采暖季，

丙烷存在一定价格支撑，故价差有所缩小。 

除此之外，从渤海石化 PDH 装置本身的历史运行情况及产销率看，能够保

证未来盈利的稳定性。 

渤海石化在丙烷脱氢生产中，每生产一吨丙烯消耗大约 1.2364 吨丙烷，因

此{产品-原材料价值（单位丙烯产品毛利≈丙烯价格-1.2364*丙烷价格）}可以作

为考察丙烷脱氢盈利能力水平的指标。 

根据渤海石化的历史经营经验以及相关研究报告，在简化考虑的情况下，假

设当月单位丙烯产品毛利（当月单位丙烯产品毛利=当月丙烯税后均价-1.2364*

当月丙烷均价）在 250 美元/吨（假定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 1:6.5，即 1,625 元/吨）

以上企业即可在当月实现净盈利。经统计，丙烯产品毛利分布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吨 

当月单位丙烯产品毛利 0<x<1,625 1,625<x<3,250 3,250<x 

月数（月） 7 66 2 

占比 9.33% 88.00% 2.67% 

注 1：统计区间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共计 75 个月同时存在丙烯与丙烷

的报价。 

注 2：数据来源为 Wind 资讯。 

在合计 75个月的统计区间内，不存在当月单位丙烯产品毛利小于 0的现象；

                                                   

注：2015 年 8 月 12 日，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化工行业

开展全国范围内的集中整治排查，丙烯下游产品生产企业均需停产自查，使得山东丙烯需求

骤然下降；另一方面，该事故导致大量进口丙烯无法在天津港靠岸卸货，只得转港至山东省

东营港，从而使得山东市场丙烯短期内供给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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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亏损（当月单位丙烯产品毛利小于 1,625 人民币/吨）的月数仅 7 个月，占比

仅 9.33%，绝大多数行情处于盈利状态，共计 68 个月，占比达 90.67%。同时，

处于亏损的月份主要集中在下游设备密集检修的 1 月至 4 月，不存在一年内连续

亏损的情形。 

渤海石化的PDH装置2014年投产以来，未发生过安全事故，运行整体稳定，

且积累了大量的操作技术和经验，报告期内，产能利用率均保持在 100%以上，

停工检修的时长也一直低于当初设计时的理论时长，行业领先水平。 

因此，尽管在行业可能出现的暂时性低谷内，渤海石化可能与多数化工企业

一样，难以避免发生个别月份亏损的情形；但是从丙烯行业长期来看，渤海石化

PDH 装置盈利能力具有可靠的保障和较强的稳定性。 

渤海石化主要产品为丙烯，报告期内具体产能、产量和销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吨 

项目 产能 产量 销量 产能利用率 产销率 

2019 年 1-6 月 30.00 28.47 28.84 94.90% 101.30% 

2018 年 60.00 65.02 63.16 108.37% 97.14% 

2017 年 60.00 60.52 60.50 100.87% 99.97% 

2016 年 60.00 65.15 65.11 108.58% 99.94% 

注：产销率＝销量÷产量。 

报告期内，渤海石化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同时，渤海石化采取“以产

定销”，产量和销量基本保持一致，因此渤海石化产品的产能利用率及产销率均

较高。 

综上，渤海石化盈利能力主要影响因素系丙烯—丙烷的价差，丙烯与丙烷作

为全球化的大宗商品，其价格总体上与原油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历史上丙烯

—丙烷价差总体上保持相对稳定，基本处于 2,500 元/吨至 3,500 元/吨，除区域内

突发性事件、国内突发性事件、短期国际局势等非供求关系影响情形外，丙烯—

丙烷价差处于合理变动范围。因此，从长期来看，丙烯—丙烷价差持续存在，渤

海石化盈利能力具有一定稳定性。 

二、丙烯下游客户需求变化情况与行业新增产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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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丙烯下游客户需求变化情况 

丙烯行业下游的主要产品有聚丙烯、环氧丙烷、丙烯腈、丙烯酸和辛醇，最

重要的用途是生产聚丙烯，其次是作为生产环氧丙烷、丙烯腈、丙烯酸和辛醇的

重要原料。目前，我国丙烯行业下游市场需求构成如下：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出具的《2018—2019 中国丙烯市场年度报告》 

聚丙烯系整个丙烯行业主要用途，故聚丙烯为影响丙烯行业下游需求的重要

构成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1、聚丙烯行业需求旺盛，行业产能保持持续增长 

（1）得益于消费升级，聚丙烯行业逐步完成消费结构调整 

聚丙烯是目前适用范围最广的塑料产品之一，亦是五大通用合成树脂之一，

广泛应用于包装、纤维、服装、医疗、汽车、家电等日用品以及工业品等领域的

生产，其主要消费领域趋势如下所示： 

消费领域 主要应用 目前现状 趋势 

透明料 
用于高透明食品容器、医用容器

等 

消费升级，医疗发

展，食品安全促发展 
消费高增长 

注塑 
用于汽车、家电、儿童用品、包

装容器等 
产品替代等促发展 消费高增长 

纤维 

用于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湿巾、

纸尿裤等母婴用品、一次防污服、农

业用布、家具用布、制鞋业衬里 

消费升级（消费品

质、二胎、医疗）促

发展 

消费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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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PP 
用于食品、糖果、香烟、茶叶、果

汁、牛奶、纺织品等商品包装 

普通领域产能过剩，

盈利差 

稳定增长，但增速

放缓 

CPP 

用于服装、针织品和花卉包装袋；

文件和相册薄膜；食品包装；阻隔

包装和装饰的金属化薄膜等 

普通领域产能过剩，

盈利差 

稳定增长，但增速

放缓 

管材 

广泛应用于城镇供水；食品、化工

领域；矿砂、泥浆输送，用于置换

水泥管、铸铁管和钢管 

产能过剩，地产领域

增速放缓，开工下降 

稳定增长，但增速

放缓 

塑编 

广泛用于编织袋、彩条布、地毯背

衬、集装袋、篷布和绳索的生产，

制品主要用于粮食、化肥、水泥、

糖、盐、工业用料和矿砂等的包装 

产能过剩，被新型包

装替代 
消费增速放缓 

2014 年至 2018 年，聚丙烯消费结构如下所示：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出具的《2018—2019 中国聚丙烯市场年度报告》 

从近 5 年消费数据来看，受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拉丝、BOPP 等传统

的聚丙烯消费领域占比均呈现下降趋势；但注塑、透明料、纤维料等领域在消费

升级及应用领域不断拓宽支撑下，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从而弥补了传统聚丙烯消

费领域产能过剩导致的影响，使得聚丙烯行业在保持整体高增长的情况下逐步完

成了消费结构调整。 

（2）聚丙烯行业进入产能扩张期，行业进入新一轮扩张期 

自 2014 年以来，我国聚丙烯市场产量及需求量稳步增长，我国聚丙烯表观

消费量始终维持在 1,500 万吨以上，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其

消费量从 2014 年度的 1,724.60 万吨增长至 2018 年度的 2,388.90 万吨，增长了

38.52%。旺盛的聚丙烯消费带来聚丙烯行业产能及产量的提升，并保持了较高的

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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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聚丙烯行业产能从 2014 年的 1,668.00 万吨/年提高到 2018 年的 2,244.00

万吨/年，增长了 34.53%。伴随着产能的剧增，我国聚丙烯产量持续增加，聚丙

烯产量从 2014 年 1,373.90 万吨增长至 2018 年度 2,092.20 万吨，增长了 52.28%，

基本保持每年约 100 万吨左右的增长速度。 

根据卓创资讯出具的《2018—2019 中国聚丙烯市场年度报告》，2019 年至

2023 年，国内聚丙烯行业将加快扩能速度，2020—2023 年计划新增产能将达到

890 万吨/年，迎来 2014 年之后的第二个投产高峰期。 

综上所述，聚丙烯逐步完成了消费结构的调整，其大幅度的产能扩张将增大

对上游原料丙烯的需求，从而拉动丙烯产业的高速发展，保障了渤海石化持续盈

利能力。 

2、国内环氧丙烷行业增速平稳，产品供不应求 

环氧丙烷是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最大用途是制聚多元醇（聚醚），进而制

造聚氨酯。此外，环氧丙烷可用于制取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和丙烯醇、丙二醇、异

丙醇胺、丙醛、合成甘油、有机酸、合成树脂、泡沫塑料、增塑剂等。环氧丙烷

衍生的精细化学品几乎应用于所有工业部门和日常生活中。 

我国环氧丙烷产能从 2014 年的 276 万吨/年增长至 2018 年的 321 万吨/年，

增长率 16.30%，产能扩张速度平稳。 

由于行业尚处于装置更换期，导致环氧丙烷市场供给并不充足，依然存在需

求缺口，产品毛利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预计随着氯醇法工艺生产装置更换完成，

环氧丙烷行业产能未来亦将进入扩张期，从而拉动丙烯产业的高速发展。 

（二）行业新增产能情况 

1、丙烯行业已进入产能扩张期，但其下游产品亦同步进行产能扩张 

目前，丙烯行业进入了新一轮的产能扩张期，预计增长 13%，但在丙烯供应

持续扩张的同时，其下游产能亦同时扩张产能，2020 年丙烯及其下游产品产能

扩张情况如下： 

下游产品名称 产能扩张规模（万吨/年） 

聚丙烯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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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产品名称 产能扩张规模（万吨/年） 

丙烯腈 52 

环氧丙烷 64 

合计 769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隆众咨询及市场调查 

2020 年，丙烯行业预计扩张产能 685 万吨/年，其下游产品合计扩张产能 769

万吨/年，与丙烯行业产能扩张情况匹配度较高，故不存在因丙烯行业进入产能

扩张期而就此改变丙烯市场供需关系的情形。 

2、山东区域丙烯产能扩张基本均存在下游配套 

承前所述，鉴于丙烯具备一定的运输半径，而渤海石化主要客户为山东省内

的下游厂商，故山东市场的丙烯行业及其下游产品产能扩张情况更具参考价值。 

2020 年山东地区丙烯生产装置产能扩张情况如下所示： 

公司名称 丙烯产能（万吨/年） 工艺 是否配套下游装置 

万华化学 50 PDH 
30 万吨/年聚丙烯生产装置，25

万吨/年环氧丙烷生产装置 

东营利源（万通） 18 PDH 无 

万达天弘 45 PDH 无 

金能科技 90 PDH 2 套 45 万吨/年聚丙烯生产装置 

合计 203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隆众资讯及市场调查 

2020 年，山东地区预计扩张产能 203 万吨，其中万华化学及金能科技的新

增丙烯产能均有下游配套装置。2020 年，山东区域除上述下游配套装置投产外，

丙烯行业下游产品装置投产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产能（万吨/年） 产品 

东明石化 20 聚丙烯 

山东科鲁尔二期 26 丙烯腈 

合计 46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隆众资讯及市场调查 

综上所述，2020 年山东地区丙烯行业产能扩张规模与下游产品产能扩张规

模基本匹配，短期内可能会因为新增丙烯生产装置投产导致丙烯价格存在向下的

压力，从而使得价差变小，但长期来看，渤海石化持续盈利能力具有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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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较强的稳定性。 

三、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标的公司

所处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之“（三）标的公司所处行业情况”之

“5、丙烯行业利润水平变动趋势及变动原因”之“（2）丙烷脱氢制丙烯行业利

润水平”进行了补充披露。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渤海石化丙烯—丙烷价差总体保持相对稳定，除区域内突发性事件、国内突

发性事件、短期国际局势等非供求关系影响情形外，基本处于 2,500 元/吨至 3,500

元/吨区间内； 

下游客户聚丙烯生产企业、环氧丙烷生产企业需求旺盛，其行业产能扩张情

况与丙烯行业产能扩张情况匹配度较高，虽然可能存在短时间内由于市场供给增

多导致丙烯—丙烷价差收窄的可能性，但长期来看，渤海石化盈利能力仍具备较

强稳定性，同时，渤海石化 PDH 装置运行平稳，产销率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也保证了其未来盈利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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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关联销售占比下降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以及相

关规范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关联销售占比下降具有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报告期内，渤海石化向关联方销售的产品包括丙烯及副产品氢气。报告期内，

标的公司销售给关联方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56.41%、58.55%、31.07%、17.64%，

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关联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 易

内容 
关联方名称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丙烯 

天津渤化红三

角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31,478.26 17.40 51,609.42 11.19 / / 31,811.98 9.43 

天津渤化化工

进出口有限责

任公司 

/ / / / / / 31,112.37 9.23 

天津渤化物产

商贸有限公司 
/ / 72,434.04 15.71  218,213.37 56.18 92,610.79 27.47 

天津渤化澳佳

永利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 / 13,298.96 2.88  / / 34,652.99 10.28 

合计 31,478.26 17.40 137,342.43 29.79 218,213.37 56.18 190,188.13 56.41 

氢气 

天津渤化永利

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427.66 0.24 5,921.66 1.28  9,182.87 2.36 / / 

合计 427.66 0.24 5,921.66  1.28 9,182.87 2.36 / / 

总计 31,905.92  17.64  143,264.09  31.07  227,396.25  58.55  190,188.13  56.41  

（一）丙烯销售 

截至本反馈意见答复出具日，渤化集团内部向标的公司采购丙烯的关联方包

括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化永利”）及天津大沽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沽化工”），按照渤化集团贸易与生产相互分离的管控

要求，上述两家丙烯下游企业均通过渤化集团下属天津渤化红三角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天津渤化化工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渤化物产商贸有限公司等贸易公

司向标的公司采购丙烯。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丙烯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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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8%、29.79%、17.40%，占比逐年下降，对于标的公司及集团内下游企业具

有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具体分析如下： 

1、标的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丙烯占比逐渐下降，对于标的公司具有合理性和

可持续性 

（1）标的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丙烯占比逐年下降，主要系标的公司主动减少

与关联方渤化永利等的交易以及不断拓展市场增加新客户所致，该等调整有利于

分散渤海石化单一客户风险，增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具有合理性 

我国丙烯市场一直以来都面临着供不应求的情况，丙烯产量无法满足下游生

产企业需求量。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在减低与关联企业的关联交易的同时，积极

开拓环渤海区域非关联方客户，目前已经与山东建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滨化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具有大型环氧丙烷、丁/辛

醇、聚丙烯装置的化工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并逐年加大外部客户合作规模，

拓展市场范围，分散单一客户比重过高带来的风险。同时，鉴于化工行业贸易商

能够联合众多小型下游客户，提升渤海石化在丙烯制造商中的商业地位，渤海石

化亦拓展了与贸易商客户的合作。 

渤海石化自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6 月实际运营期间，不断拓展外部客户，

新增了中油美澳（大连）石化有限公司、上海彧亨贸易有限公司、浙江物产化工

集团宁波有限公司、中化宏泰能源（大连）有限公司、上海井能石化有限公司等

6 家大型客户。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前十名客户销售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2019 年 1

—6 月 

1 中油美澳（大连）石化有限公司 45,296.70 25.05 

2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2,251.76 17.83 

3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6,225.04 14.50 

4 上海彧亨贸易有限公司 24,691.43 13.65 

5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864.20 11.54 

6 浙江物产化工集团宁波有限公司 14,311.83 7.91 

7 山东建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1,906.33 6.58 

8 台亚（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2,802.8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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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9 上海井能石化有限公司 2,493.62 1.38 

10 天津市青沅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14.54 0.01 

合计 180,858.27 100.00 

2018 年 

1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0,331.38 28.27 

2 中油美澳（大连）石化有限公司 70,482.33 15.29 

3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9,029.42 12.80 

4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4,509.10 9.65 

5 上海彧亨贸易有限公司 38,875.09 8.43 

6 山东建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8,821.66 6.25 

7 台亚（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26,935.51 5.84 

8 中化宏泰能源（大连）有限公司 22,673.63 4.92 

9 浙江物产化工集团宁波有限公司 18,812.11 4.08 

10 天津渤化澳佳永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3,298.96 2.88 

合计 453,769.19 98.41 

2017 年 

1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7,396.24 58.55 

2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9,871.97 15.41 

3 台亚（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44,215.44 11.39 

4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9,484.04 10.16 

5 山东建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7,441.88 4.49 

合计 388,409.57 100.00 

2016 年 

1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5,535.14 46.13 

2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1,046.70 18.10 

3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233.05 12.83 

4 天津渤化澳佳永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4,652.99 10.28 

5 山东建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4,749.41 7.34 

6 台亚（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17,956.58 5.32 

合计 337,173.87 100.00 

注 1：标的公司直接客户为天津渤化物产商贸有限公司、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渤化红三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渤化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和天津渤化石化有限公司，

上述公司均为受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的关联方，交易金额合并列示。 

注 2：山东滨化东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为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交易金额合并列

示。 

注 3：标的公司向渤化集团下属企业关联销售内容包括销售丙烯、销售氢气、关联租赁房屋

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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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不断拓展集团外客户，分散经营，有利于增加渤海石化抗风险能力，

避免因销售占比较高的下游化工企业装置检修或需求量的短期波动，进而影响渤

海石化的销售情况和盈利能力。 

（2）丙烯市场供不应求，标的公司具有独立面对市场的能力及良好的市场

口碑，与客户具有良好和稳定的合作关系，减少与渤海永利等的关联交易可以保

证渤海石化可持续经营 

我国丙烯市场长期供不应求，国内丙烯产量无法满足下游生产企业需求量，

丙烯下游生产企业仍需每年进口丙烯以满足其生产需要。对于标的公司主要客户

所在的山东市场而言，丙烯在山东市场亦存在着供不应求的情形。同时，随着环

渤海地区的发展，丙烯下游装置的陆续开工，对于丙烯的需求量进一步增加。 

为保证化工装置的稳定运行，客户对于丙烯原料的供应稳定性一般要求较高，

渤海石化 PDH 装置自投产来产量始终处于国内同类装置的领先水平，产品质量

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装置运行情况多年来稳定，能够满足下游客户大量、持续

的稳定需求，在市场上具有良好的口碑和市场知名度。 

同时，渤海石化与下游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客户较为稳定且信用情

况良好。渤海石化的主要客户如山东华鲁恒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丁辛醇 20 万

吨/年）、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环氧丙烷 28 万吨/年）、山东建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辛醇 21 万吨/年）等均为丙烯下游化工生产商，单体生产装置体量较大，

对于丙烯需求量较大，且要求丙烯供应稳定以保证其自身稳定的开工率。目前，

标的公司销售给客户的丙烯产品均无法满足各下游企业的全部丙烯需求量，尚存

在客户近一半以上的丙烯供应缺口，需要客户通过其他采购途径满足。 

此外，标的公司拥有经验丰富且稳定的销售团队，与客户维持着良好的合作

关系，亦具备较强的市场开发能力。 

因此，鉴于丙烯市场长期供不应求，标的公司具有独立面对市场的能力及良

好的市场口碑，与客户具有良好和稳定的合作关系，主动降低渤化永利等关联方

销售占比不会对标的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具有持续性。 

2、标的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丙烯占比逐渐下降，对于集团内下游企业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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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1）集团内下游生产企业减少向渤海石化采购丙烯，增加采购渠道，有利

于抵抗短期供应波动风险，保证自身装置稳定运行，具有合理性 

集团内丙烯下游生产企业包括具有年产能 50万吨丁/辛醇的渤化永利及具有

年产能 15 万吨环氧丙烷的大沽化工，合计需要约 45 万吨左右的丙烯，对于丙烯

需求量较大，且要求丙烯供应稳定以保证其自身稳定的开工率。与其他下游生产

企业一样，渤化永利和大沽化工为了降低供应商单一性，减少上游生产商因化工

装置停工检修等情况带来的短期原材料供应量减少的风险，一般也都会有向众多

丙烯供应商分散采购丙烯的客观要求。因此，从保证其自身生产经营的稳定性方

面考虑，减少与标的公司的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也符合行业同行惯例。 

同时，丙烯属于大宗化学品，其市场价格较为公开透明，各主要生产商的产

品报价和市场信息在卓创资讯化工网、隆众石化商务网、安迅思化工网等专业网

站上均有定期公布，买卖双方掌握的市场信息来源一致，渤海石化丙烯实际售价

与市场价格基本保持一致。根据渤海石化与渤化永利贸易代理商渤海红三角签订

协议约定，销售给渤化永利的丙烯定价原则为“渤海石化与其他山东丙烯客户的

月度加权平均价格定价”。标的公司销售给集团内关联方的丙烯售价均参考了市

场价格，采用了统一的标准。因此，集团内下游生产企业从渤海石化采购的丙烯

价格与山东市场丙烯价格不存在较大差异，从采购价格端来看，不会对集团下属

下游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集团内下游生产企业所需丙烯，一部分来源于其他国内供应商，另一

部分来源于进口丙烯。近两年，山东丙烯价格与丙烯进口价格的统计情况如下： 

期间 
山东丙烯 

平均价格（元/吨） 

丙烯进口 

平均价格（元/吨） 

进口价格与山东价

格差异率（%） 

2017 年 6,292.86 6,189.07 -1.65 

2018 年 7,150.13 7,299.97 +2.10 

2019 年 1—6 月 6,128.55 6,312.76 +3.01 

注：丙烯进口平均价格由月度丙烯进口价格经即期汇率换算后算术平均得出。 

从上表历史统计数据来看，对于进口丙烯和国产丙烯而言，其采购价格与山

东丙烯价格不存在较大差异，对集团内下游生产企业的经营生产预计不会构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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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影响，因此，集团内下游生产企业减少向渤海石化采购丙烯有利于抵抗短期

供应波动风险，保证自身装置稳定运行，具有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2）市场上丙烯生产商倾向于选择装置规模较大、运行水平稳定、抗风险

能力强的客户，且集团内下游企业与供应商合作情况良好，具有可持续性 

丙烯生产商倾向于选择装置规模较大、运行水平稳定、抗风险能力强的客户。

集团内丙烯下游生产企业包括具有年产能 50 万吨丁/辛醇的渤化永利、与具有年

产能 15 万吨环氧丙烷的大沽化工，对于丙烯需求量较大且稳定，信用情况良好，

符合大部分丙烯生产商对于合作客户的选择标准。同时，渤化永利、大沽化工均

与合作的供应商保持着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 

因此，集团内下游生产企业减少向渤海石化采购丙烯具有可持续性。 

（二）氢气销售 

渤海石化 PDH 装置在生产过程中会产出一些富氢尾气，这些尾气既可以作

为装置的燃料使用，也可以在通过 PSA 装置提纯后对外销售、同时采购天然气

作为替代燃料。若对外销售氢气的经济效益大于将其作为燃料成本效应，渤海石

化可选择将氢气提纯后对外销售。渤化永利的丁辛醇装置需要氢气作为原料，其

自身具有氢气生产装置供应丁辛醇装置的正常生产，提高合成气中氢气供应量有

利于提高装置效率。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 1—6 月，标的公司销售给关联方的氢气销售占

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36%、1.28%、0.24%，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主要系标

的公司根据对外销售和作为燃料自用的经济效益角度进行比较，从而减少氢气销

售，具有一定合理性。同时，考虑到氢气销售占标的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

上述关联销售降低不会对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具有可持续性。 

二、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及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将继续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遵循市

场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确保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磁卡集团及渤化集团分别作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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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承诺，具体如下： 

“1、本公司将充分尊重天津磁卡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天津磁卡独立经营、

自主决策； 

2、本公司保证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今后原则上不与天津磁

卡发生关联交易； 

3、如果天津磁卡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必须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将促使此等交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天津磁卡章程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履行有关程序，与天津磁卡

依法签订协议，及时依法进行信息披露；保证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且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会要求或接受天津磁卡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场

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天津磁卡及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要求，促使上市公司在关联采购、关联销售及关联

租赁等方面进一步降低其关联交易比例； 

5、本公司保证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占用、

转移天津磁卡的资源、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天津磁卡及天津磁卡非

关联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6、如违反上述承诺给天津磁卡造成损失，本公司将向天津磁卡进行充分的

赔偿或补偿； 

7、本承诺函自本公司签署之日起生效并不可撤销。” 

三、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之“二、本次

交易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之“（三）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的关联交易情

况”之“2、关联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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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标的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丙烯占比逐年下降，主要系标的公司主动减少与关联

方渤化永利等的交易以及不断拓展市场增加新客户所致，该等调整有利于分散渤

海石化单一客户风险，增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具有合理性；丙烯市场供不应求，

标的公司具有独立面对市场的能力及良好的市场口碑，与客户具有良好和稳定的

合作关系，减少关联交易具有可持续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将继续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遵循市

场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确保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磁卡集团及渤化集团亦分别作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的相关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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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意

见回复之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余磊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孙铮铮              李悦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