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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LNG项目计划年内投产

总产能料超6000万方/天

□本报记者 汪珺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安迅思获

悉， 根据该机构统计，2013年中国

国产液化天然气（LNG）全年平均

出厂价格较2012年高出近500元 /

吨， 整体呈现出卖方市场的特性，

国产LNG供应商利润水平普遍高

于2012年同期。

在高利润的驱动下，2014年仍有

多个国产LNG项目计划投产，合计总

产能将超过6000万方/天。 LNG供应

量的激增有望刺激LNG下游产业的

发展，但同时也可能拉低LNG的销售

利润。 总体而言，2014年或成中国

LNG市场的过渡之年，之后中国LNG

市场将逐步趋于成熟。

去年利润可观

根据安迅思的统计数据 ，除

3-5月传统消费淡季期间价格水平

相对偏低外，2013年其余时间，中

国国产LNG的出厂均价均处于较

高水平。 其中，冬季消费旺季LNG

出厂价格较去年同期甚至高出

1021元/吨。

从安迅思提供的数据可以看

到，2013年LNG出厂价最高出现在

11月份，最高达到约4750元/吨，最

低在 4月份左右， 最低价格约在

3300-3400元/吨之间。 但总体看，

2013 年 国 产 LNG 出 厂 价 格 多 在

4000元/吨以上。 而2012年全年各

个月份的出厂价均在4000元/吨以

下。 由此可见，2013年国产LNG的

出厂价整体大幅高于2012年。

安迅思通过采访多个 LNG生

产商了解到， 出现上述现象主要

是由于两大原因：一是2013年，中

国的LNG车用市场发展迅猛，支撑

了 LNG 整 体 需 求 的 攀 升 ； 二 是

2013年上半年天然气价格的上调

预期促使供应商推高LNG出厂报

价，进而导致下半年LNG出厂价格

居高不下。

受此影响， 国产LNG供应商

的利润水 平 普 遍 高 于 2012 年 同

期 。 以陕西 、 内蒙两地主要 的

LNG 生 产 商 为 例 ，2013 年 1-9 月

上述两地供应商的平均利润约在

600元 /吨左右，在能源行业中处

于利润较高的水平。

今年供应量激增

安迅思认为，2014年仍将是国

产LNG产能集中释放的一年，且沿

海进口LNG接收站陆续上马，无疑

会对于北方国产气产生冲击，从而

致使国产液化天然气就近消化的

情况更为突出。

据安迅思独家统计数据， 截至

2013年12月底， 中国已投产的国产

LNG项目设计总产能已达到3835万

方 / 天 ， 较 2012 年 底 大 幅 增 长

51.16%。

与此同时， 目前处于在建状态、

计划于2014年年内建成投产的国产

LNG项目多达55个左右，合计总产能

超过6000万方 /天。 该机构预计，

2014年， 国产LNG产能将呈现爆发

式增长。

进口LNG量亦将大幅增长。 据

统计，截至2013年底，中国已投产

的进口LNG接收站共计10个，合计

年接转能力为3230万吨。 安迅思预

计，2014年进口LNG接收站有望增

至12个，总接转能力将达到3730万

吨/年。

业内人士预计，2014年LNG供应

量的大幅增长有可能导致国产LNG

销售利润的下探， 但上游供应量的增

大也有利于LNG下游产业如LNG车、

船等市场的发展。

“预计2014年国产LNG的销售

利润平均会降至100-200元 /吨左

右。 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局

面有利刺激下游的发展。 2014年将

是过渡期，之后中国LNG市场将逐

步趋于成熟。 ” 西北某LNG供应商

表示。

去年拆船超250万轻吨

拆船“红包” 利好2014年航运市场

□本报实习记者 欧阳春香

据中国拆船协会最新统计，2013年中

国拆船协会会员企业拆解国内外废钢船

总量超过250万轻吨， 同比有所增长。 其

中，进口废钢船吨位与2012年相比下降近

一成。

由于目前船价处于相对低位，以及拆船补

贴政策的刺激，国内航运企业纷纷推出大规模

拆船计划。 近期*ST远洋、中海发展公告称将

大规模拆解船舶。业内分析两家公司可获拆船

补贴4亿多元。

拆船市场不乐观

2013年， 国内船东及航运公司淘汰更新

老旧船舶的步伐明显加快。 据悉，国内废钢船

成交并拆解的数量明显增加， 比2012年增长

近2倍。

2013年，受全球经济复苏有限、国内经济

增速趋缓影响，废钢市场需求不旺，价格下行

震荡， 国内外拆船价格与上年相比略有下降，

平均降幅在10%以内。

中国船舶在线数据显示，2013年12月份，

国际废钢船市场拆船价格继续回涨。 据统计，

15000-25000轻吨原油轮、6000-10000轻吨

成品油轮、7000-12000轻吨散货船平均拆船

估价分别为442.38美元/轻吨、437.94美元/轻

吨、418.43美元/轻吨， 环比分别上涨5.09%、

4.16%、3.86%。

去年以来的废船交易活跃， 并没有给国

内拆船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反而出现

买船越多，亏损越大的局面。 据统计，国内会

员拆船企业去年前3个季度， 由于受库存积

压、资金占用巨大、周转不畅以及劳动力成本

和税费增加的影响， 绝大部分拆船企业经营

亏损。

中国拆船协会副秘书长吴军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4年的拆船市

场并不乐观，由于钢铁工业产能压缩，废钢

需求少，受前期废钢船采买价格偏高，国内

废钢市场价格持续下跌等因素影响，拆船业

可能继续大面积亏损。 而2013年12月份出

台的拆船补贴政策利好船东，对拆船企业影

响有限。吴军呼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扶持拆

船行业。

航运企业忙拆船

与拆船市场不乐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

海、中远等几大航运龙头企业纷纷推出大规模

拆船计划。

*ST远洋1月17日公告称， 审议批准将

“天丽海” 等41艘船舶（共计252.17万载重

吨/139.61万总吨）列入“中国远洋2014年船

舶退役计划” 。

中海发展1月18日公告称， 将报废处置

“永安2、永安3” 两艘散货船，合计约8.8万载

重吨，资产净值合计约1亿元；报废“大庆71”

等五艘单壳油轮，合计约20.6万载重吨，资产

净值合计约1.6亿元。 中海发展在2013年已经

公告拆解船舶数达18艘。

根据2013年12月出台的提前报废船舶

更新补贴方案，中央财政按1500元／总吨的

基准，补助航运企业。 业内估计，除去外国籍

船舶，*ST远洋符合补贴政策的船舶约30万

总吨，拆船可获得补贴约为2.25亿元。 中海发

展公告拆解的7艘船，可获得拆船补贴约1.54

亿元。

广发证券分析师预计， 招商轮船、中

外运长航集团在2014年也会大力度淘汰

老旧船舶。 据初步测算，招商局集团可能

要拆解的老旧运力约40万载重吨， 中外

运长航集团可能要拆解的老旧运力约34

万载重吨。 其他中国船东可能会跟随行

业龙头拆解老旧运力 ， 其拆解力度可能

超预期。

广发证券研究报告认为，拆船福利将

从两方面利好2014年航运市场，一是中国

船东拆除老旧船的力度超预期，导致2014

年运力拆解超预期；二是中国船东建造新

船交付日期预计在2015年以后，且新建造

船舶类型可能并非所拆掉船型。 这将有助

于缓解目前运力过剩的状况，并促使航运

企业订造更多节能环保型、适货能力强的

船舶。

西气东输入冬来累计供气88.68亿方

□本报记者 汪珺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中石油获悉， 截至

1

月

27

日， 西气东输管道已向新用户———扬州新奥燃气

公司分输天然气

18

万立方米。 入冬以来，西气东输

管道系统共向下游用户稳定供气

88.68

亿立方米。

在西气东输管道系统下游用户中， 江苏省所

占比例最高，占总销售量的

41.86%

，大部分直供电

厂和热电厂在江苏区域；广东省新增用户较多，天

然气供应量增加较快，

2013

年较上年同期增长

177.62%

，增幅高于西气东输平均水平。

自去年

11

月气温下降、 进入冬季首轮用气高

峰以来， 西气东输管道公司在资源量安排偏紧的

情况下，加强资源优化调配，确保民用、公用事业

和重点城市用气。在保证向老用户供气的同时，西

气东输管道公司加强协调， 确保新用户按计划投

产， 协助新投产用户尽快熟悉长输管道天然气销

售与运行规则，把握用气趋势和负荷状况，确保管

道投产与用户开通供气同步完成。 据统计，

2013

年，西气东输管道系统新增用户

28

家。

西气东输管道公司还协调新用户平稳有序开发

下游市场，并在控制高峰峰值的情况下，鼓励新投运

的直供热电厂等用户在销售低谷期间增加用气负

荷，冬季高峰用气期间参与西气东输管道系统调峰。

为了增加资源量， 西气东输管道公司利用液

化天然气（

LNG

）缓解冬季资源供需矛盾，积极与

浙江省发改委、 浙江省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等沟

通，利用宁波

LNG

接收站采购进口

LNG

，以补充天

然气资源，日均串换天然气约

200

万立方米。

西气东输管道公司还利用上海

LNG

项目，组

织

10

家用户， 通过上海石油交易所与上海管网达

成采购协议，日均串换天然气

145

万立方米，有效

弥补了西气东输管道沿线供需缺口， 缓解了管道

沿线的供气压力。

向专业化投行转型

民生银行事业部改革升级

□本报记者 于萍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民生银行正在对事业

部运行模式进行全面创新和改革， 目前已经将事业

部改革升级为2.0版，事业部将逐步从传统的存贷款

模式向专业化投行方向转型。

据了解，民生银行最新版的事业部改革，主要围绕

四大方面展开。 一是要推动事业部向专业化投行转型，

推动事业部逐步从传统的存贷款模式向专业化投行方

向转型。 二是建立高效的准法人管控模式。 在对事业部

全面、充分授权基础上，明确总行与事业部管理关系、职

责边界。 构建事业部内部治理、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

理、财务管理及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实现事业部独立运

行，提高事业部的创新力和运行效率。 三是优化事业部

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创新分配制度，调动事业部各层

面的积极性，激发事业部发展动力。 四是推动事业部做

实金融管家，真正实现“融资+融智”的金融服务模式。

民生银行发展规划部总经理龚志坚表示， 民生

银行事业部制改革不是简单组织形式的变化， 而是

管理理念和流程的变化，包括战略定位、业务流程、

团队建设、技术平台等的重塑和再造。

2007年底， 民生银行在公司金融重点行业、重

点产品领域推行事业部制改革，建立了垂直化、扁平

化的组织架构， 提升了组织运行质量和效率。 截至

2013年6月，地产、能源、交通、冶金四大行业金融事

业部存款余额总计超过2100亿元，一般贷款余额总

计超过2800亿元，实现非利息净收入总计达到19亿

元，平均不良贷款率控制在0.7%以内。

产品价格全面上调

氨纶成淡季中“明星”

□本报实习记者 张玉洁

据了解， 华海氨纶将于2月1日提价，

20D、30D和40D产品全面上调1000元/吨。

业内人士预计，其他氨纶企业有望跟进加入

涨价大军。 不少研究机构也表示，随着市场

需求扩大，氨纶有望成为行业“明星” 。氨纶

景气度的上升有望支撑相关上市公司2014

年业绩。

弱市中的“明星”

业内人士表示，氨纶涨价主要受下游厂家

旺盛需求推动，3-5月是传统氨纶销售旺季，

目前主要厂家库存处在低位。国内一家主要氨

纶生产企业目前库存在15天左右。 而去年同

期库存水平接近40天。

具体产品中， 细旦丝和20D是明星产品。

此类产品的紧俏行情支撑了氨纶价格的上涨。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20D目前产量较低，而市

场需求大，尤其看好20D的前景。

该人士同时表示， 与粘胶企业相似，随

着纺织企业度过“年关” ，相关企业不再需

要低价抛货回款，涨价回归产品价值已成业

内共识。

成本方面， 氨纶主要原料聚四氢呋喃

（PTMEG）目前产能较为过剩，相对低的原

材料价格也为氨纶产品较高的毛利率提供

了支撑。多重因素之下，预计氨纶景气度正在

提升。

氨纶被称为纺织品中的“味精” ，主要作

为辅料添加到主面料中增强面料弹性， 通常

下游纺织品中氨纶的比例在2-45%不等。 近

年来氨纶应用领域不断拓展，业内人士介绍，

早期氨纶主要加在内衣和牛仔裤纯棉面料，

目前已扩展至涤纶等面料， 市场前景广阔。

“氨纶是整个行业中唯一的‘亮点’ 。 ” 前述

人士表示。

相关公司受益

目前，由于出口不振等原因，国内纺织行

业受产能过剩的困扰。氨纶可算是其中仅有的

“亮点”产品。

海通证券研究报告认为，消费升级带动人

们对弹性面料的需求， 预计2012-2014年氨

纶复合需求增速在20%以上。该报告认为氨纶

价格上涨刚刚开始。

相比起券商研究机构，一些销售人士的观

点较为谨慎，认为目前还难以判断氨纶是否进

入长期价格上涨通道。相关人士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目前的价格上涨主要还是受个别品

种供求关系变化和季节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不过其也预计氨纶的旺盛行情将至少持续

至2014年上半年。 主要依据在于，上半年氨纶

几无新增产能，而下半年较为确定的新增产能

约为6万吨，产能增速约为12%。

此外，氨纶行业集中度较高。 截至2012年

底，氨纶行业前六名企业合计产能占国内总产

能53%。

氨纶需求持续上升将直接提升相关上市

公司2014年的业绩。 华峰氨纶是国内氨纶龙

头企业，拥有5.7万吨/年氨纶产能，同时在建6

万吨/年氨纶、12万吨/年环己酮等项目。 公司

产品结构氨纶40D约占40%以上，20D和30D

合计约占40%左右。

华峰氨纶2013年三季报显示，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激增733.97% 。

根据wind相关数据，共有12家机构对华峰

氨纶2013年度业绩做出预测，平均预测净

利 润 为 2.79 亿 元 ， 同 比 大 幅 增 长

1415.96%。

新乡化纤此前发布2013年业绩预告，预

计公司2013年度业绩扭亏为盈， 实现净利润

2850万元-3050万元。 而上年同期，公司亏损

1.4亿元。公司表示，扭亏为盈主要原因是公司

主要产品原材料价格有所下降，氨纶纤维价格

有所回升。

受氨纶涨价消息提振，截至29日收盘，氨

纶主要企业股价均出现上涨。华峰氨纶股价上

涨4.39%，新乡化纤上涨0.95%，泰和新材上涨

3.68%。

东旭光电

玻璃基板获京东方大批量认证

□本报记者 傅嘉

东旭光电公告，公司6代线TFT-LCD液晶玻璃

基板产品大批量认证已在京东方顺利完成并获得订

单，本月即批量供货。

分析人士认为， 京东方大批量认证的通过意味

着东旭光电现阶段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客户认证程序

已经全部走完，公司去年实施的“芜湖10条6代线”

增发项目，正式进入到大规模的产能输出阶段。

东旭光电总经理石志强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农历新年之前公司10条6代线中的4条

陆续点火升温并达产， 初期主要客户是京东方和中

华映管。 以京东方未来的产能规划，公司4条线的产

能主要给京东方配套。

从去年四季度以来， 东旭光电在供应链认证环

节提速明显。 公司1月7日宣布已通过京东方的中批

量认证。 1月15日，公司称，6代线玻璃基板已经获得

台湾市场的订单。 业内分析师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 此前业内预计东旭光电通过京东方的全部认证

需要在2月份中下旬才能完成，此次进展超预期主要

是公司的产品质量得到了下游客户的认可。

该分析师认为， 根据东旭光电的规划，2014年

上半年公司增发项目二期的四条生产线也将陆续点

火升温，届时公司可能会继续开拓新的客户。

联手中国移动

500彩票网力推移动彩票

□本报记者 王荣

500彩票网日前宣布与中国移动附属公司中移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就手机支付全网业务彩票投注专

区达成落地推广合作关系。

根据合同，500彩票网在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指导下，与中国移动各省公司达成落地推广合作，

公司负责为中国移动手机支付用户提供基于互联

网、手机客户端、WAP、短信等方式的彩票购买和彩

票资讯服务，相关产品设计、开发、运营、推广工作由

500彩票网承担。

中移电子商务公司专业从事移动电子商务和手

机支付业务，是承担中国移动全网手机支付、手机钱

包业务的平台建设、 产品研发及业务运营的唯一机

构。 2013年，中移电子商务手机支付注册用户数超

过1亿，月均活跃用户约3100万个，单月交易额突破

100亿元，全年交易额约1300亿元。

CFP图片

湘鄂情修正会计差错

2012年每股收益调整至0.2元

□本报记者 于萍

继大幅调低盈利预期后， 湘鄂情公告对前期会

计差错予以更正，公司分别将2012年年报净利润等

财务数据进行了调整。

2013年10月15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向公

司下发了《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指出公司财务核

算存在问题，包括确认加盟费收入等项目，共影响当

期损益3036万元，占2012年度净利润28.09%。

湘鄂情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2012年度财务报

表进行更正。 调减营业收入1480万元，调减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669.92万元。调减项目还包括未

分配利润、应交税费、盈余公积、资产减值损失等。修正

后2012年公司每股收益为0.2元，调整前为0.27元。

此外，公司还对2013年一季度、半年报及三季

报的其他应收款、商誉、应交税费、盈余公积、未分配

利润等项目进行了调整。

湘鄂情表示，将吸取此次事件的教训，加强内部

控制制度的建设与实施。

公司同日还公告称，公司董事、副总裁訚肃提交

书面辞呈。 訚肃辞去上述职务后将调任香港湘鄂情

餐饮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负责香港湘

鄂情及公司海外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