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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政策加码 化工行业能否搭上顺风车？

出口退税提高有利于缓解化工行业供应压力

2018年10月22日，中国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

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自11月1日

起执行，包含近200种化工及相关产品。

■  原出口退税率为15%和部分13%的，出口退税率提高至16%，

例如塑料制品等；

■  原出口退税率为9%的，出口退税率提高至10%，部分提至

13%，例如轮胎产品等；

■  原出口退税率为5%的，出口退税率提高至6%，部分提至10%，

例如橡胶产品等。

该通知当下的利好主要针对出口型石化终端产品和出口量

较大的石化原材料。

中国的重点出口商品中，塑料制品、纺织、化肥等终端产品

直接影响化工行业需求走向。其中纺织品类出口金额最高，但

是本身退税比例已普遍达到16%，等同于零增值税。塑料制品

以及包装类材料是本次政策影响最大的化工行业终端市场。

以塑料制品为例，2017年，中国塑料制品产量为7515万吨，

其中15.5%用于出口。受中美贸易战影响， 2019年1月1日起出

口至美国的塑料产品将被加征25%关税。中国出口美国的塑料

制品金额占该类产品总出口金额约22%，加征25%关税意味着

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人口红利优势不再，内需扩张出现瓶颈。经济下滑形势下，同时受到美国贸易

战夹击，终端需求不振，化工行业也受到影响。迫切形势下，出口退税率上调政策应运而生，同时传闻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再次出台，这些政

策能否拯救疲软的市场？加上中国化工业的新一轮扩能潮，未来市场将如何演绎？

出口企业将蒙受巨大损失。9月5日，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

合发布了《关于提高机电、文化等产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部

分塑料制品出口退税率已从5%提升至9%，这对相关企业可谓

雪中送炭。该政策对塑料制品出口的短期促进作用从近期的塑

料制品出口量数据中可见一斑。政策实施后，今年9月塑料制品

出口量同比增长达23.2%，创近16年以来的9月同比增速新高。

今年9月塑料制品出口成功逆袭，出口退税提高的作用不可忽

视。与此同时，明年美国全面加征25%关税，导致买卖双方提前

增加贸易量，也是9和10月份出口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此次政府再次发布提高出口退税政策，使得多数塑料制品得

以零增值税出口，安迅思认为其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  第一，缓解出口美国的塑料制品企业资金压力，并改善其在贸

易战中的盈利状态；

■  第二，为原来出口美国的塑料制品企业争取时间调整出口方

向，开拓新市场或者实现换货贸易；

■  第三，终端塑料制品出口退税的提高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上

游树脂类产品消费增速放缓的压力，例如聚烯烃、ABS等。

此前在中美贸易战连续升级的阴霾下，市场观望避险情绪

浓重，而此次出口退税提高有利于提振上游原材料市场积极

性。

对于石油化工原材料，虽然均囊括在此次政策调整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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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富煤少油的能源结构，化工行业起步较晚，已实现大

量出口的化工品并不多。真正有直接推动作用的主要是聚酯类

产品、聚氯乙烯（PVC）和醋酸等，其中聚酯类产品不仅出口量

大，且占自身产量比重较高。

聚酯类产品主要分为纤维类和瓶片类，此次提高出口退

税实际上仅能促进聚酯瓶片出口，其出口退税率从13%上调至

16%。聚酯纤维退税比例已基本达到16%，无法再有提高。根

据安迅思供需数据，2017年，聚酯瓶片出口为198.7万吨，占国

内产量27.8%。短期来看，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无疑将增强中国聚

酯瓶片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优势，提升企业利润，中国瓶片有

望增加出口。目前聚酯瓶片均价约9090元/吨，2017年中国月均

出口量为18万吨，此次出口退税率提高3个百分点后，行业利润

每月预计将增加4200万元。聚酯瓶片生产企业一般能够根据行

业利润好坏灵活调整开工率，所以新的出口退税政策正式施行

后，若行业利润增加，聚酯工厂有望加大开工力度，进而促进对

上游乙二醇（MEG）和精对苯二甲酸（PTA）的需求。

另外，部分石化产品正面临产能过剩局面，不少生产企业开

始尝试发展出口市场以缓解国内供应压力，此次出口退税的提

高有利于加速这部分石化产品的出口之路。以苯酚为例，2010-

2015年是中国苯酚市场的扩能高峰期，但下游需求增速并未同

步上升，国内产能迅速饱和并出现过剩。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

国内生产企业开始谋求海外市场，苯酚出口渐成规模，2017年

出口量达到历史最高5.7万吨，较2009年增长逾五倍。随着出口

退税率提高，苯酚出口量有望持续增加。

长期来看，出口退税提高政策有利于减轻未来扩能潮所带

来的供应压力，增强中国石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帮助“中国

制造”更多的走出国门。众所周知，中国将在“十三五”期间布

局七大世界级的炼化一体化基地，市场人士担忧未来越来越

多的石化产品将出现产能过剩局面，例如丁二烯、苯乙烯、对二

甲苯（PX）等产品。以贸易活跃度较高的苯乙烯为例，2017年

苯乙烯的进口依存度达到32.4%，出口量极少。但根据安迅思

供需数据，到2021年，苯乙烯国内产能将超过需求量约300万

吨/年，且全球累计97%的扩建产能将集中在中国，而苯乙烯下

游扩建主要集中在前苏联、中东、南美和亚太地区。因此未来

全球范围内，各地区苯乙烯贸易顺差情况势必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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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贸易顺差，势必带来新的贸易机会。随着出口退税率

提高和国内产能投放，中国苯乙烯有望在国际上提高竞争力，

预计中国在未来保持一定进口的同时，可将苯乙烯实现更多出

口。根据未来全球上下游扩建和近几年中国苯乙烯出口情况来

看，新的局部贸易流或将出现：

■  第一，中国在保持进口的同时，当套利空间打开，中国苯乙烯

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全球套利贸易中；

■  第二，中国苯乙烯将更加频繁地输送到东南亚地区；

■  第三，目前出口中国的国家，需要更多寻找出口其他地区的

机会。（例如韩国有望增加对美国出口，共同对南美供应苯乙

烯）。

汽车购置税仅能短期刺激内需，对上游原材料需求增长有限

针对近期传闻的再次出台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安迅思认

为，市场已对该政策出现“耐药性”。之前该政策在2009年和

2016年分别实施，实施后，当年乘用车销量增速皆有显著提

高。然而，假如再次颁布该政策的话，预计仅能在2019年实现

短期效果，后续政策刺激程度将大打折扣。

■  第一，从2016年来看，第二次颁布购置税减半政策以后，销量

边际增速仅为8%。并且2017年1.6升排量以下汽车的购置税

增加到7.5%，尽管低于正常的10%，销量增速依然大幅下挫。

与此同时，截止2018年9月，乘用车累计销量增速持续下滑。

■  第二，目前国内每千人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150辆，虽然和发

达国家相比还有增长空间，但是增速已经自2010年开始显著

放缓。

以上数据表明，我国汽车市场发展已经进入瓶颈，想重现

2016年的高增速难度较大。其行业发展更多需要依赖于产品本

身质量的提升从而催生新的需求。根据近5年中国每千人乘用

车保有量增速以及汽车报废率均值情况，预计该政策对2019年

汽车销量增速最多贡献5%。

对于上游原料，汽车行业的增长将有利于增加对橡胶行业

和塑料行业的需求，但增长空间有限。

对于橡胶行业，主要用量在轮胎上。根据2017年市场信息，

以别克轿车所用的16寸轮胎为例，合成橡胶合计消耗量约5千

克，其中主要含量是丁苯橡胶。假如2019年汽车行业因政策福

利刺激产量多增长5%，而 2018年预计与2017年产量持平，每

辆新车需要四条轮胎和一条备胎，最终将给丁苯橡胶增加约2.5

万吨市场空间。2017年丁苯橡胶表观消费量约109万吨。因此，

该政策可提高丁苯橡胶的市场容量约2.3%。

对于塑料行业，目前市场上一辆轿车的塑料用量约为230-

250千克，随着汽车轻量化和节能要求不断深入，未来汽车生

产过程中塑料的使用占比将不断增加。以目前数据为例，依旧

假定2019年汽车行业因政策福利产量多增长5%，由此带来塑

料行业市场空间为30万吨左右。但是相对于塑料制品行业千万

吨的市场规模来看，该增长对塑料行业影响相对较小。该政策

的实施，更多的利好来自于市场心态。

由此可见，即便该政策实施，也仅能在2019年实现消费小

幅刺激，并一定程度扩大对上游产品的需求。如果国家想依靠

政策全方位刺激内需提升，预计需要出台更多政策，例如加大

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补贴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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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迅思亚洲化工分析团队隶属于安迅思产品与分析

部门，由刘婧、孙黎佳、周莹、俞婷、钱虹名、易

静、张稷明、李佳莹等资深分析师组成，立足亚洲

烯烃、聚烯烃、芳烃、甲醇等主要化工产业链。团

队成员与欧美资深分析师们密切合作，深入研究全

球化工市场，为客户提供翔实可靠的中长期供需及

价格预测，并对市场热点话题进行深度解读，帮助

客户了解推动市场变化的关键驱动因素，为其国际

贸易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安迅思亚洲化工分析团队

综上所述，目前由于人口红利逐渐减少，中国在全球价值链

中依然处于中低端地位，但是正在不断攀升。另外，根据“十三

五规划”，高新技术产业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目标。对于石

化产业，未来随着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的投产以及生产技术的

提高，高附加值产品产量将不断提升，对于各产品来说，实现出

口是重要课题。而此次提高出口退税政策可以被认为是向此目

标迈出的第一步。内需方面，目前近两年最终消费对GDP贡献

均值已经超过70%，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中国已经过了

高速发展期，单一政策对消费端刺激力度已经大幅减小，消费

端的增长一方面需要寄希望于各类政策的组合拳，另一方面需

要产品本身的创新和进步，从而创造新需求，与此同时，有利于

消化上游原料产品。

安迅思提供的价格数据和市场信息等工具能够助力企业保

持竞争力及优化交易利润。通过安迅思的价格信息，您能

够密切关注交易动态并了解推动价格变化的主要因素。掌

握准确可靠的数据将增加您在合同价格谈判时的底气、帮

助您快速应对市场变化，并支持商业决策。

■  快速获取所有交易活跃商品的进口和国内价格

■  跟进热点话题和最新发展，包括本白皮书所提及的政府

政策和法规变化，并了解这些变化对化工行业的影响

■  获取经确认的报递盘数据，获知当地买家、卖家和贸易

商愿意成交的价格

■  获取主要装置运行和装置产能数据

■  了解原料/上游价格对您所在下游品目市场的影响

■  通过实时的进出口数据掌握关键化工品市场的供需基

本面

在每份价格报告的订阅基础上，安迅思现在亦提供以下剖

析类解决方案，以支持您做出关键的业务决策并为未来

制定计划：

■  实时供应中断追踪工具-实时了解未来12个月的国内和

全球供应、装置开停车的情况，以及这些变化的影响。

■  价格驱动分析-关键行业指标，包括进出口平价、原料

和下游产品价差、替代趋势和套利/净值数据

■  季度供需展望-覆盖主要化工品目

价格信息 石化分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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