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力石化：

提升新材料业务动能 打造“第二成长曲线”

本报记者 宋维东

恒力石化董事长范红卫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公司在持续巩固并扩大上游以“炼化+乙烯+煤化”为产业载体的“大化工”板块优势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快下游新材料业务板块发展，持续提升新材料业务发展动能，打造“第二成长曲线” ，加快向“平台化+新材料”发展模式升级，将公司发展成为一流的平台型化工新材料研发与制造企业。

加码布局

在丰富的上游“化工原料库”支撑下，恒力石化正加快布局下游高端新材料。 1月26日晚，恒力石化公告称，下属公司恒力石化（大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约240亿元建设160万吨/年高性能树脂及新材料项目、年产260万吨高性能聚酯工程，向精细化工新材料下游再扩张。 据测算，两大项目达产达效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420亿元，年均净利润达77亿元。

在锂电隔膜领域，恒力石化同样加大布局力度。 2021年12月26日，恒力石化举行湿法隔膜生产线设备采购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公司旗下康辉新材料将引进日本芝浦机械株式会社和青岛中科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共计12条湿法锂电池隔膜生产线，年产能达16亿平方米。

上述项目投资正是恒力石化近年来着力推动新材料产业布局的缩影。 “面向市场所需，发挥自身所长，着力推进下游产品稳步扩产，打造精细化工产业链，是公司今后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恒力石化董事长范红卫说。

基于此，近年来，恒力石化新材料产业布局不断加速。 当前，恒力石化新材料业务板块主要分布在差异化聚酯纤维产品、功能性薄膜产品、工程塑料产品和PBS/PBAT可降解新材料产品等高研发属性领域。

以康辉新材料为例，它是恒力石化新材料业务重要发展平台之一。 目前，康辉新材料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中高端MLCC离型基膜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65%，有效填补了市场空白，并出口日韩等海外高端市场。 康辉新材料也是国内唯一、全球第二家能够在线生产12纳米涂硅离型叠片式锂电池保护膜的企业。

此外，康辉新材料在营口基地建有年产24万吨PBT工程塑料产能，是国内最大的PBT生产商，主要应用于汽车配件、聚合物合金、光缆保护套、电子电器等产业领域。 康辉新材料同样在BOPET和PBAT等产品领域拥有较大产能布局。 恒力石化凭借康辉新材料的新项目支撑，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功能性薄膜、功能性塑料和生物可降解新材料生产基地。

为进一步拓展下游新材料产业链版图，恒力石化正在建设500万吨/年PTA项目，80万吨/年功能性聚酯薄膜、功能性塑料项目，45万吨/年PBS类生物降解塑料项目，150万吨/年绿色多功能纺织新材料项目，30万吨己二酸化工新材料配套项目等。 这些项目今明两年投产后将持续贡献业绩增量。

优势显著

近年来，恒力石化通过打造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500万吨/年现代煤化工装置、150万吨/年全球单体最大乙烯项目和5套行业单体最大合计1160万吨/年的PTA装置四大产能集群，打通了上游的“卡脖子”业务环节与原料供给瓶颈，构筑形成了“油煤化”深度融合的“大化工”战略支撑平台。

在范红卫看来，在大的全产业链运营框架下，继续保持强有力的竞争优势、挖掘更多新的盈利点是公司今后发展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在产业链拉长后，公司要做的就是充分发挥上游产业链优势，围绕下游产品做宽、做深产业链，建立新的竞争优势。

业内人士表示，以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为代表的大项目，大力拓展了恒力石化上下游一体化高端产能，推动公司实现从“一滴油”到“一根丝”全链条战略布局。 而在全产业链平台的规模优势、技术优势、研发优势支撑下，恒力石化向新材料业务进军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以恒力石化进军锂电隔膜领域为例，中金公司表示，化工企业进入新能源材料领域具备资源和低成本规模化生产等优势。 盈利能力较强的传统化工企业在一体化产业链、工程化能力、化工合成、规模化生产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并逐步积累了各自领域大规模低成本制造的核心竞争力。 特别是新能源材料生产所用的主要原材料为化工原料、金属等，传统化工企业可以基于其具备的资源、产品（副产品）等优势向新能源材料领域延伸并建立成本优势。

同样，此次拟投建的160万吨/年高性能树脂及新材料项目将利用恒力（大连长兴岛）产业园现有炼化、煤化和化工原料与产品进行进一步深加工，将上游化工平台产出的原料、中间品、大宗品转化为各类高附加值的化工新材料产业链产品。

范红卫表示，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也是高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 恒力石化具备“大化工平台”和“新材料延伸”的体系化产业格局，拥有更为独特和全面的平台整合优势与行业带动能力。 这两大板块发展完全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一方面，公司通过做大和完善中上游产业布局，不断扩大高端化工原材料的产业支撑和发展基础作用，进一步提高上游“大化工”的平台作用和运作效率，为未来下游各类新材料业务的持续拓展预留空间。

另一方面，通过做精和强化下游，推动技术研发线路越来越精，拳头产品和专业领域越来越多，瞄准芳烃下游的聚酯、类聚酯新产品以及烯烃下游的精细化工、特种新材料的应用新方向和新市场，巩固传统市场优势，全面对接市场所需，抢占优质赛道。

市场广阔

当前，随着“双碳”目标的实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及消费结构的变迁，国内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5G技术、消费电子及集成电路等产业快速发展。 这也将带动相关化工新材料需求提升，未来市场空间巨大。

中金公司认为，在“双碳”目标指引下，传统化工品产能扩张受限，新能源板块符合政策和产业发展趋势且市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预计新能源材料领域有望成为化工企业产业链延伸的重要方向。

恒力石化的160万吨/年高性能树脂及新材料项目就瞄准我国新能源、新消费与硬科技快速发展催生的短缺性新材料需求缺口。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经测算，项目达产达效后预计可实现年均营业收入253.75亿元、年均利润总额91.52亿元、年均净利润68.64亿元。

恒力石化的年产80万吨功能性聚酯薄膜、功能性塑料项目将生产国内紧缺、差别化、高附加值的产品，满足客户对中高端聚酯薄膜及功能性塑料的需求。 项目达产达效后，预计可实现年均销售总收入约145.05亿元，年均利润总额约29.06亿元。

同样，恒力石化大力拓展的锂电隔膜是锂电池材料中技术含量最高的高附加值材料之一，毛利率最高可达到70%以上。 当前，锂电隔膜市场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根据GGII统计数据，2021年上半年，中国锂电隔膜出货量同比增长202%。 据申万宏源测算，预计2020年-2023年全球锂电隔膜需求由63.4亿平方米增至195.8亿平方米，年均增长率达45.6%，市场空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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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厂积极生产备货 铁矿石价格持续走高

●本报记者 董添

受钢厂开工率提升、春节前补库推动

等因素影响，近期铁矿石价格持续走高，

部分品种铁矿石报价超过1000元/吨。

有钢厂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当前钢厂产量维持高位，一方面是给

春节后的下游开工做充足准备； 另一方

面是很多钢厂正月十五之后要复工，现

在多生产也是为钢贸商冬储备货。

原材料价格走高

1月27日，铁矿石期货2205合约报收

769元/吨， 较上一交易日结算价上涨

0.46%，今年以来累计上涨13%。

对于铁矿石价格走高的原因， 宝城

期货研报认为， 钢厂复产叠加春节前补

库，推动铁矿石需求持续好转。钢厂日均

铁水产量和进口铁矿石日耗环比继续回

升，创下自2021年10月以来新高，终端

消耗增量超预期。同时，港口疏港量和现

货成交同样维持高位， 补库利好驱动依

然存在，强劲需求支撑矿价偏强运行。

针对铁矿石未来走势， 百川盈孚研

报预计， 短期铁矿石市场偏强震荡调整

运行，上涨幅度在10元-50元/吨区间内

波动。 海外矿山年底冲量结束，发运量小

幅回落。非限产区域高炉陆续复产，且节

前补库需求尚在，市场情绪较乐观，部分

贸易商积极出货， 铁矿石价格短暂上行

后持稳震荡。

兰格钢铁研报显示，1月铁矿石价格震

荡上行， 进口铁矿石普氏指数震荡走强，

达到近5个月高点。 在2022年开年稳经济

与高炉复产的刺激下， 钢企积极备货，市

场交投活跃，考虑到各地区限产政策有所

放松，加上钢厂陆续复产以及利好政策的

出台，铁矿石价格仍有一定支撑。

产量有所恢复

从机构监测数据看， 目前多地钢厂

开工率维持高位。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葛昕表示，2022

年1月， 全国粗钢日产将维持在260万吨

至270万吨。 其中，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

粗钢日产将维持在190万吨至200万吨

的水平，整体维持较高水平。

社会库存方面，兰格钢铁云商平台监

测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 全国钢材社会

库存连续3周上升，建材库存上升速度明显

加快，板材库存上升速度略有加快。线材库

存由降转升，螺纹钢库存上升速度明显加

快；热轧卷板库存由降转升，冷轧库存由降

转升，中厚板库存上升速度略有放缓。

“目前很多钢厂仍正常生产，下游需

求虽然转淡， 但钢厂春节前生产并没有

停止。 钢厂维持高位生产，主要是为了给

春节后的下游开工做准备。另外，不少地

区钢厂抓紧非限产时间窗口， 在工人放

假前进行备货，为冬储备足货。 ”多位钢

厂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从成品钢价格看， 中泰证券研报显

示，钢价在2021年创历史新高，其中有供

应收缩的助推， 也有上半年需求冲高的

因素。随着需求周期的见顶回落，2021年

下半年钢价及铁矿石价格大幅调整。

2022年春季稳增长阶段性发力， 可能推

动价格延续2021年底以来的超跌反弹。

多家钢企业绩预喜

截至1月26日晚，A股共有9家钢铁

上市公司披露2021年业绩预告。 其中，6

家预增，3家略增，保持了较好的盈利性。

2021年钢铁行业运行态势良好，钢

材价格同比上涨， 特别是2021年前三季

度有较明显的业绩增长。

暂列钢铁行业“增长王” 的包钢股

份预计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24.4亿元-36.5亿元， 同比增长

501.05%-799.11%。 业绩预增的主要原

因是，2021年钢铁和稀土行业运行态势

良好，钢材和稀土价格同比上涨，公司把

握市场机遇，以高效益发展为目标，积极

应对原料端价格上涨冲击和四季度钢铁

市场下行压力， 不断创新优化生产组织

方式，加大降本增效力度，大力调整产品

结构， 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创效水

平，盈利能力显著增强，2021年经营业绩

同比大幅增长。2020年因受疫情影响，公

司经营业绩基数小。

暂列钢铁行业“盈利王”的三钢闽光

预计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40.16亿元，同比增长57.13%。业绩变

动的主要原因是，2021年钢铁行业运行

态势良好，钢材价格同比上涨，公司把握

市场机遇，深化精细管理，优化产品结构，

生产经营持续向好，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民生证券研报认为，2022年，需求端

基建稳增长叠加“双碳” 限制钢材产出，

钢铁板块盈利有望好转。

基建新增装机规模将创历年新高

中电联预计

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5%-6%

●本报记者 刘杨

1月27日， 中国电力企业联

合会 （简称 “中电联” ） 发布

《2021-2022年度全国电力供需

形势分析预测报告》。 中电联预

计，2022年全社会用电量达8.7万

亿千瓦时-8.8万亿千瓦时， 同比

增长5%-6%，各季度全社会用电

量增速总体呈逐季上升态势；在

新能源快速发展带动下，2022年

基建新增装机规模创历年新高，

全年基建新增发电装机容量达

2.3亿千瓦左右。

2021年用电量同比增一成

报告称，2021年全国全社会

用电量8.31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

长10.3%。 用电量快速增长主要

受国内经济持续恢复发展、 上年

同期低基数、 外贸出口快速增长

等因素拉动。 一、二、三、四季度，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21.2% 、11.8% 、7.6%和 3.3% ，受

同期基数由低走高等因素影响，

同比增速逐季回落。

2021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

总体偏紧， 年初、 迎峰度夏以及

9-10月部分地区电力供应紧张。

1月，受寒潮天气等因素影响，江

苏、浙江、蒙西等8个省级电网，

在部分用电高峰时段电力供应紧

张，采取了有序用电措施。迎峰度

夏期间（6-8月），广东、河南、广

西、云南等12个省级电网，在部

分用电高峰时段电力供应紧张，

采取了有序用电措施。 9-10月，

受电煤等燃料供应紧张、 水电发

电量同比减少、 电力消费需求较

快增长以及部分地区加强“能耗

双控” 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全

国电力供需总体偏紧， 共有超过

20个省级电网采取了有序用电

措施， 个别地区少数时段出现拉

闸限电。 国家高度重视并出台一

系列能源电力保供措施， 效果显

著，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

底，全国有序用电规模基本清零，

仅个别省份对部分高耗能、 高污

染企业主动执行有序用电。

中电联表示， 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强调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

字当头、稳中求进，各方面要积极

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为

2022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提供

了最主要支撑。 综合考虑国内外

经济形势、 电能替代等带动电气

化水平稳步提升、 上年基数前后

变化等因素， 并结合多种方法对

全社会用电量的预测， 以及电力

供需形势分析预测专家的预判，

预计2022年全社会用电量达8.7

万亿千瓦时-8.8万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5%-6%，各季度全社会用

电量增速总体呈逐季上升态势。

2022年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中电联预计，2022年底全口

径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6亿千瓦

左右。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

合计达到13亿千瓦左右，有望首

次达到总装机规模的一半。 具体

来看，水电4.1亿千瓦，并网风电

3.8亿千瓦， 并网太阳能发电4.0

亿千瓦，核电5557万千瓦，生物

质发电4500万千瓦左右；煤电装

机容量11.4亿千瓦左右。

在新能源快速发展带动下，

中电联预计2022年基建新增装

机规模创历年新高， 全年基建新

增发电装机容量2.3亿千瓦左右。

其中，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投产

1.8亿千瓦左右。

根据电力需求预测， 基于对

气温、来水、电煤供应等关键要素

的分析，并综合考虑新投产装机、

跨省跨区电力交换、 发电出力及

合理备用等，中电联预计2022年

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迎峰度

夏、 迎峰度冬期间部分区域电力

供需偏紧。

加快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根据报告， 截至2021年底，

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达23.8

亿千瓦，同比增长7.9%；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发电量达8.11万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1%。

中电联表示，2021年电煤供

需阶段性失衡， 煤炭价格创历史

新高，煤电企业全面亏损。 2021

年， 全国原煤产量同比增长

4.7%。 3-9月各月原煤产量接近

零增长或负增长， 四季度原煤产

量增速明显回升， 电煤供应紧张

局势得到缓解。 全年进口煤炭3.2

亿吨，同比增长6.6%。

“煤炭供应紧张导致电煤价

格屡创历史新高， 燃料成本大幅

上涨， 煤电企业和热电联产企业

持续大幅亏损。 大致测算，2021

年因电煤价格上涨导致全国煤电

企业电煤采购成本额外增加

6000亿元左右。 8月以来大型发

电集团煤电板块整体亏损，8-11

月部分集团的煤电板块亏损面达

到100%， 全年累计亏损面达到

80%左右。 2021年底的电煤价格

水平仍显著高于煤电企业的承受

能力。 ”中电联表示。

中电联表示，2022年要加快

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促进能

源电力结构转型。 一是加快研发

和突破新型电力系统关键技术。

集中力量开展复杂大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和控制、大容量风电、高效

光伏、 大容量储能以及低成本

CCUS等技术创新。 二是科学有

序推动大规模新能源建设。 持续

优化新能源发展布局， 因地制宜

发展新能源， 在东部地区建立多

能互补能源体系， 在西部北部地

区加大风能、太阳能资源规模化、

集约化开发力度。 针对新能源配

置储能建立“统一调度、共享使

用” 的协调运行机制，最大程度

发挥储能促进新能源消纳、 调峰

调频、功率支撑等多重作用。三是

科学有序推进煤电清洁转型，继

续发挥煤电基础性作用。 在推进

煤电机组改造升级过程中， 建议

统筹考虑煤电节能改造、 供热改

造、 灵活性改造及机组的技术特

性， 对不同类型的机组采用不同

的供电煤耗改造基准线，不“一

刀切” 。 建立合理的电价机制疏

导“三改联动”技改成本。四是加

快构建大规模源网荷储友好互动

系统。加大源网荷储协同互动，对

电力柔性负荷进行策略引导和集

中控制，充分利用用户侧资源，化

解短时电力供需矛盾。 将新型电

力设备等多类型需求响应资源统

筹纳入电力运行调度， 提高电网

的灵活性。

恒力石化：

提升新材料业务动能 打造“第二成长曲线”

恒力石化董事长范红

卫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 公司在

持续巩固并扩大上游以

“炼化+乙烯+煤化” 为产

业载体的“大化工” 板块

优势的同时， 将进一步加

快下游新材料业务板块发

展， 持续提升新材料业务

发展动能，打造“第二成

长曲线” ，加快向“平台化

+新材料” 发展模式升级，

将公司发展成为一流的平

台型化工新材料研发与制

造企业。

● 本报记者 宋维东

图为恒力（大连长兴岛）产业园 公司供图

加码布局

在丰富的上游“化工原料库” 支撑

下，恒力石化正加快布局下游高端新材

料。 1月26日晚，恒力石化公告称，下属

公司恒力石化（大连）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拟投资约240亿元建设160万吨/年

高性能树脂及新材料项目、 年产260万

吨高性能聚酯工程，向精细化工新材料

下游再扩张。 据测算，两大项目达产达

效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420亿元，

年均净利润达77亿元。

在锂电隔膜领域，恒力石化同样加

大布局力度。 2021年12月26日，恒力石

化举行湿法隔膜生产线设备采购签约

仪式。 根据协议，公司旗下康辉新材料

将引进日本芝浦机械株式会社和青岛

中科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共计12

条湿法锂电池隔膜生产线，年产能达16

亿平方米。

上述项目投资正是恒力石化近年

来着力推动新材料产业布局的缩影。

“面向市场所需，发挥自身所长，着力

推进下游产品稳步扩产，打造精细化工

产业链，是公司今后的一个重要发展方

向。 ”恒力石化董事长范红卫说。

基于此，近年来，恒力石化新材料

产业布局不断加速。 当前，恒力石化新

材料业务板块主要分布在差异化聚酯

纤维产品、功能性薄膜产品、工程塑料

产品和PBS/PBAT可降解新材料产品

等高研发属性领域。

以康辉新材料为例，它是恒力石化

新材料业务重要发展平台之一。 目前，

康辉新材料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中高端

MLCC离型基膜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

有率超过65%， 有效填补了市场空白，

并出口日韩等海外高端市场。康辉新材

料也是国内唯一、全球第二家能够在线

生产12纳米涂硅离型叠片式锂电池保

护膜的企业。

此外，康辉新材料在营口基地建有

年产24万吨PBT工程塑料产能，是国内

最大的PBT生产商，主要应用于汽车配

件、聚合物合金、光缆保护套、电子电器

等产业领域。 康辉新材料同样在

BOPET和PBAT等产品领域拥有较大

产能布局。 恒力石化凭借康辉新材料的

新项目支撑，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功能性

薄膜、功能性塑料和生物可降解新材料

生产基地。

为进一步拓展下游新材料产业链

版图， 恒力石化正在建设500万吨/年

PTA项目，80万吨/年功能性聚酯薄膜、

功能性塑料项目，45万吨/年PBS类生

物降解塑料项目，150万吨/年绿色多功

能纺织新材料项目，30万吨己二酸化工

新材料配套项目等。 这些项目今明两年

投产后将持续贡献业绩增量。

优势显著

近年来，恒力石化通过打造2000万

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500万吨/年现代

煤化工装置、150万吨/年全球单体最大

乙烯项目和5套行业单体最大合计1160

万吨/年的PTA装置四大产能集群，打通

了上游的“卡脖子” 业务环节与原料供

给瓶颈，构筑形成了“油煤化”深度融合

的“大化工”战略支撑平台。

在范红卫看来，在大的全产业链运

营框架下， 继续保持强有力的竞争优

势、挖掘更多新的盈利点是公司今后发

展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在产业链拉长

后，公司要做的就是充分发挥上游产业

链优势，围绕下游产品做宽、做深产业

链，建立新的竞争优势。

业内人士表示， 以2000万吨/年炼

化一体化项目为代表的大项目，大力拓

展了恒力石化上下游一体化高端产能，

推动公司实现从“一滴油” 到 “一根

丝” 全链条战略布局。 而在全产业链平

台的规模优势、技术优势、研发优势支

撑下，恒力石化向新材料业务进军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

以恒力石化进军锂电隔膜领域为

例，中金公司表示，化工企业进入新能

源材料领域具备资源和低成本规模化

生产等优势。盈利能力较强的传统化工

企业在一体化产业链、 工程化能力、化

工合成、规模化生产等方面具备明显优

势，并逐步积累了各自领域大规模低成

本制造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新能源材

料生产所用的主要原材料为化工原料、

金属等，传统化工企业可以基于其具备

的资源、产品（副产品）等优势向新能

源材料领域延伸并建立成本优势。

同样，此次拟投建的160万吨/年高

性能树脂及新材料项目将利用恒力

（大连长兴岛）产业园现有炼化、煤化

和化工原料与产品进行进一步深加工，

将上游化工平台产出的原料、 中间品、

大宗品转化为各类高附加值的化工新

材料产业链产品。

范红卫表示， 新材料产业是战略

性、基础性产业，也是高技术竞争的关

键领域。 恒力石化具备“大化工平台”

和“新材料延伸” 的体系化产业格局，

拥有更为独特和全面的平台整合优势

与行业带动能力。这两大板块发展完全

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一方面，公司通过做大和完善中上

游产业布局，不断扩大高端化工原材料

的产业支撑和发展基础作用，进一步提

高上游“大化工” 的平台作用和运作效

率，为未来下游各类新材料业务的持续

拓展预留空间。

另一方面， 通过做精和强化下游，

推动技术研发线路越来越精，拳头产品

和专业领域越来越多，瞄准芳烃下游的

聚酯、类聚酯新产品以及烯烃下游的精

细化工、特种新材料的应用新方向和新

市场，巩固传统市场优势，全面对接市

场所需，抢占优质赛道。

市场广阔

当前，随着“双碳” 目标的实施、制

造业的转型升级及消费结构的变迁，国

内可再生能源、 新能源汽车、5G技术、

消费电子及集成电路等产业快速发展。

这也将带动相关化工新材料需求提升，

未来市场空间巨大。

中金公司认为，在“双碳” 目标指

引下，传统化工品产能扩张受限，新能

源板块符合政策和产业发展趋势且市

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预计新能源材料

领域有望成为化工企业产业链延伸的

重要方向。

恒力石化的160万吨/年高性能树

脂及新材料项目就瞄准我国新能源、新

消费与硬科技快速发展催生的短缺性

新材料需求缺口。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

告，经测算，项目达产达效后预计可实

现年均营业收入253.75亿元、年均利润

总额91.52亿元、年均净利润68.64亿元。

恒力石化的年产80万吨功能性聚

酯薄膜、功能性塑料项目将生产国内紧

缺、差别化、高附加值的产品，满足客户

对中高端聚酯薄膜及功能性塑料的需

求。 项目达产达效后，预计可实现年均

销售总收入约145.05亿元，年均利润总

额约29.06亿元。

同样，恒力石化大力拓展的锂电隔

膜是锂电池材料中技术含量最高的高

附加值材料之一， 毛利率最高可达到

70%以上。 当前，锂电隔膜市场处于高

速发展阶段。 根据GGII统计数据，2021

年上半年，中国锂电隔膜出货量同比增

长202%。据申万宏源测算，预计2020年

-2023年全球锂电隔膜需求由63.4亿平

方米增至195.8亿平方米， 年均增长率

达45.6%，市场空间大。

1月27日， 铁矿石期货

2205合约报收769元/吨，较上

一交易日结算价上涨0.46%，

今年以来累计上涨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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