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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一帶一路東風
寶塔石化進軍國際能源市場

2015年對寶塔石化
集團而言，可以說是一
個收穫的季節：入選 「
寧夏百強企業」第2名，
入圍 「中國企業500強」
第345位、 「中國製造企
業500強」第171位、 「
中國化工企業500強」第
17位，獲得 「進口原油
使用資質」……這一連

串的榮譽，是對這個發起於大西北的公司18年以來綜合實力和快速發展的
最好詮釋。

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攻堅期，國家開始西部大開發之際
，當時任教於蘭州大學法律系的孫珩超嗅到西北地區的潛力和商機，毅然
放棄安逸的高教待遇，投入到全然陌生的石油化工行業，開始了寶塔石化
集團18年披荊斬棘的創業之路。

創業艱難百戰多。在石油化工這個壟斷性極強的行業創業，初期的艱

辛和阻力是難以想像的。1997年，孫珩超多方籌款，收購了寧夏自治區銀
川市郊的一家只有一套年產2萬噸設備、瀕臨倒閉的小煉油廠。孫珩超高
薪聘請專家，在不足50人的團隊的努力下，當年實現盈利。

1999年國家石化產業政策提高了門檻，明令對100萬噸以下的小煉油
廠進行清理整頓。孫珩超對大公報說，國家產業政策調整是大環境使然，
對於民營煉化企業而言，最重要的還是發展。他帶領還處在搖籃期的寶塔
石化持續加快生產裝置的技術改造和產品升級，迅速擴大規模，經過18年
的努力和投入，寶塔石化年生產加工能力已達到並超過國家政策要求。

科技是寶塔發展的 「寶劍」
孫珩超在創業之初就意識到科技興企的重要性。18年來，即便企業遇

到資金困難，他也從未減少過對技術的投入。寶塔石化現已成為中國唯一
一家擁有國家甲級石化設計院的民營企業，擁有2個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
、1個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和1個省級企業技術中心、1個院士、2個博士後科
研工作站。 「只有科技搞上去，才能給企業發展提供足夠的支撐」，孫珩
超說。

除了提升科技研發水平支撐企業發展，寶塔石化還積極推進科技成果

輸出經營。2013年寶塔石化集團製造的首個涉外油田伴生氣回收利用裝置
，滿載48輛卡車，發往哈薩克斯坦，標誌着寶塔石化集團的綜合力量、研
發能力和裝備製造水平已得到國外同行業的普遍認可。

多元化發展是 「企業長久之道」
寶塔石化在逐漸立足於中國石化行業之時，不斷嘗試圍繞主業的多元

化發展方式。2011年，寧夏寶塔化工裝備製造公司建成投產，填補中國西
北地區化工機械裝備製造業的空白。2011年，在寧夏自治區黨委和政府的
支持下，寶塔石化以大股東身份進入西北軸承，通過一系列改革，在9個
月時間裡使西北軸承扭虧為盈。2015年，經深交所核准，公司證券簡稱由
「西北軸承」變更為 「寶塔實業」(000595.SZ)。

在18年的時間裏，寶塔石化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煉油廠成長為國內
具有一定行業影響力的石化企業，形成以煉化產業為主，延伸金融、資本
、生態、能源、教育、科技等11大業務板塊，企業總資產達524.43億元。
孫珩超說，相信在國家 「一帶一路」戰略的帶動下，依託雄厚的實體工業
為基礎，伴隨 「進口原油使用資質」的 「東風」，寶塔石化一定要成長為
具有國際化運營能力的石油公司，為國家、為民營企業爭光。

創業路上十八載 寶塔蔚然正面開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第五屆
理事會副會長、中華全國工商聯常委、香港中國商會創會
會長……在孫珩超擔任的一系列社會職務之中，也許最讓
他驕傲的，莫過於創辦並擔任銀川大學校長。 「創辦一所
大學，培養合格的人才，源源不斷輸送企業」的想法，是
孫珩超多年的教育情結和心願。

出生於西北農村家庭的孫珩超深知貧困家庭的孩子渴
望學習的心情，更知道一個家庭培養孩子上學的困難。
1999年，經寧夏自治區政府、教育廳、銀川市政府發文，
寶塔石化全額投資創辦了銀川大學，也是寧夏唯一一所民
辦大學。

銀川大學創辦之初，條件簡陋，2003年，在寶塔石化
經營緊張之時，孫珩超出資2700萬取得寧夏農學院轉讓權
，為銀川大學提供了固定校址。2004年，銀川大學被教育
部列入全國統一招生的普通高校序列，走上正規辦學軌道
。截至2014年，學生數量由16年前的68人上升至1.5萬人，
專業由最初的2個發展到93個專業，目前，已形成了以工
科專業為主，涵蓋文、管、經、農、法等學科多專業、多
層次的辦學格局。2012年，國家教育部正式批准銀川大學
升格為本科層次的銀川能源學院。

每每談到教育，這位平時叱咤商場的企業家總會流露
出對莘莘學子至真至切的期待之情。孫珩超對大公報說，
他從農村走出來，在西北政法大學的求學路上、執教於蘭
州大學之時，目睹了貧困學生對求學和知識渴望的眼神，
深深了解這些農村學子身上肩負着家庭的希望， 「一定要
為他們做點兒什麼」。

孫珩超說，作為企業家，創造經濟價值固然對社會有
益，但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用教育回報社會是他能想到
的最好的方式：銀川大學每年為貧困學生減免學費並發放
獎學金；從建校起，學校食堂不間斷地為學生提供免費的
湯粥…… 「總要為學生創造一個好的學習環境，讓貧困家
庭的學生上得起學，還要能順利完成學業」。

辦校至今，銀川大學每年向西部地區石油煉化、機械
製造等國有、民營企業源源不斷輸送專業人才。連續12年
畢業生就業率保持在95%以上，名列寧夏高校第一位。
2011年被國家教育部評為 「全國畢業生就業典型經驗高校
」五十強。

孫珩超坦言，每當他回到校園看到學生認真學習的樣
子，他都會覺得，自己多年來在教育上的堅持是正確的，
也更有了為他們而繼續奮鬥、辦好企業的勁頭： 「幫助他
們（學生）完成學業、有一技之長，成為對家庭、對社會
有貢獻的人，是我一生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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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中國 「十二五」 規劃收官之年，也
是推動能源體制改革的關鍵一年。中國能源供應
寬鬆，需求有所減緩，國際油價大幅下跌，這些
因素，都為能源改革提供了較為有利的環境。

大公報記者潘曉亮 譚笑報道

這一年，公眾看到了能源行業打破壟斷再邁出堅
實步伐，民企獲准參與進口、使用國際原油。因此，
今年被很多專家和業內人士稱為 「能源改革元年」。

截至目前，全國共有5家企業獲得原油進口配額及
非國營貿易進口資質、2家企業獲得原油使用權、2家
企業獲得非國營原油貿易進口資質。至此，地方煉油
廠通過非國營貿易方式進口原油並且使用原油的通道
已經被打開，地方煉油廠開始初步享受了能源改革紅
利。

按照原國家經貿委2002年4月的文件，原油非國營
貿易配額只能用於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煉廠加工。多年
來，地方煉油企業沒有進口原油使用權，大多以進口
的燃料油為原料——品質差、成本高。 「無油可煉」
、開工率不足，成為眾多煉油企業面臨的共同困境。
如今原油進口使用權的放開，業界更將其視為原油領
域開放的重要突破口。

調整能源結構
民企喜獲進口原油使用資質
數據顯示，中國目前石油對外依存接近60%，原

油進口一直是作為國家戰略級別進行統一管理。而目
前國內原油進口分為國營和非國營貿易，國營主要由
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等大型企業控制；部分企業
取得非國營貿易原油進口資質，但進口原油只能進入
按規定程序批准建設的煉廠加工。

此次進口原油使用資質面向民企開放，也是國家

為調整能源結構，促進行業轉型升級，實現穩增長和
可持續發展而實施的一項重大舉措。國家將以此方式
，鼓勵淘汰和兼併重組裝置規模小、能耗高的石油煉
化企業，扶持打造一批能夠走向國際市場的民營石化
企業。

作為西北地區最大的民營石油煉化企業，寶塔石
化此次同時獲得616萬噸進口原油配額，以及原油進口
資質、進口原油使用資質、國際原油貿易資質、成品
油批發資質、燃料油進口資質——成為唯一一家 「五
證齊全」的民營石化集團，表明其煉化能力、裝備水
平已經被國家認可，進入國家能源戰略體系。

油源得到保障 產能充分釋放
目前中國經濟改革已進入深水區，獲得十年增量

發展的紅利已經很難，未來改革的源泉在於激活存量
。能源領域體量大，上下游關聯性強，即使是少許開
放，都將激發巨大的改革紅利。因此能源領域放開被
市場寄予厚望，在情理之中。

現在國有企業的煉化生產布局已基本完成，而近
些年來被壓抑的民
企煉化則一直躍躍
欲試。此番進口原
油使用資質放開，
包括寶塔石化在內
的一大批民營企業
將有機會放開手腳
、開足馬力生產。
國內成品油市場將
迎來一批朝氣蓬勃
的供應商。

由於我國上游
勘探開發投資產業

政策限制，我國當前國內石油勘探開發主體相對單一
，全國已登記勘探開發區域的95%以上區塊由中石油
、中石化及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所控制，民營石化企
業難以涉足。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長期以來，上游
油源問題一直是這些在政策夾縫中生存的民營煉化企
業所要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由於缺少高質量的原油
供應，企業加工裝置生產負荷低，經濟效益不高，企
業發展受到了嚴重制約。

此次進口原油使用配額和資質的核批，從根本上
解決了民營煉廠生產裝置的加工原料問題。企業將實
現生產裝置滿負荷加工，生產效率提高，加工成本降
低，經濟效益將得到大幅提升。

據寶塔石化董事局主席孫珩超介紹，寶塔石化寧
夏區原油加工能力為750萬噸／年，控股的珠海區為
500萬噸／年，新疆區一期目前可實現250萬噸／年，
總能力達到1500萬噸／年，全部在建項目投產後，預
計可達到2200萬噸／年。

由於長期受制於上游油源問題，寶塔石化的開工
率僅能維持30%左右的水平。在獲得原油進口權後，

寶塔石化將能夠很
大程度上解決油源
的問題。按照粗略
估算，616萬噸進口
原油將至少帶來300
多億元的銷售收入
，同時在進口原油
關稅及消費稅上的
優惠政策，將大大
增加利潤空間。

實際上，寶塔
石化早就根據研判
，提前 「嗅」到了

能源改革的趨勢。為此，近年來，寶塔石化加快推動實
施 「走出去」戰略，已具備充足的原油引進來源。自
2009年以來，企業已先後與馬來西亞、哈薩克斯坦、俄
羅斯等國簽訂原油供應意向。同時，企業已收購位於哈
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的油田開採區塊。

可以說，多年的布局，就是為了等到獲得原油進
口資質和使用資質的這一天。

資質助力民企獲得國內外融資
能源改革給民企帶來的益處是多方面的。記者採

訪得知，資質還將給企業在國內外融資帶來利好。
民營企業的發展，一直受困於資金。特別在石化

領域，資金佔用大、投資期長、技術改造要求高，民
營石化企業常常面臨 「缺錢」的困惑。此次原油進口
資質的獲得，將能很大程度上破解民企的資金困境。

以寶塔石化為例，破解了上游油源問題，在現金
流、票據流、物流方面均會呈現出較強的優勢，更有
利於獲得境內外金融機構的融資支持。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在 「一帶一路」大背景下，
擁有進口原油使用資質的寶塔石化在海外投資、吸引
戰略投資者、以及獲得原油供給方資金支持方面均更
有競爭力。

「海外石油企業可以與海外金融機構一起，在融
資擔保和股權方面進行投資合作，合作範圍是非常廣
闊的。」一位長期從事石油進出口貿易的人士表示。

專家指出，國家開放符合條件的規模以上民營煉
化企業自主進口原油，將使地方大型煉化企業迎來歷
史性發展機遇。這是國家深化改革以來具有里程碑意
義的重大利好事件，也是繼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來一項重大的市場政策，將
極大地促進我國能源尤其是石油化工產業的市場化改
革。一場轟轟烈烈的能源革命，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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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發展18年，寶塔石化從一家虧損300多萬的小廠發展到西北地
區最大的民營石油煉化企業，這其中既包含了把握時代潮流的智慧，
也體現了持續創新的堅持。如今，隨着國家 「一帶一路」戰略的持續
推進，寶塔石化響應國家戰略，抓機遇巧布局，一方面推進企業戰略
轉型升級，一方面借 「一帶一路」東風積極 「走出去」，布局海外市
場，吹響中國民企進軍國際能源市場的號角。

把握歷史機遇 促戰略轉型升級
能源產業被視為 「一帶一路」開發合作的重點領域。數據顯示，

「一帶一路」區域內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比較豐富，除中國外的區域
內已發現可採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分別為2131.8億噸和212.64萬億方，佔
全球累計發現可採儲量的68.6%和72.3%。在全球已發現可採採氣儲量
最豐富的前20個盆地中，
可採石油盆地分布於區域
內的有6個，天然氣方面
則有9個。 「一帶一路」
戰略為能源產業帶來了百
年難遇的發展機會

為了把握這一難得的
歷史機遇，寶塔石化積極
響應 「一帶一路」戰略，
為戰略提供能源方面的支
持，同時充分利用區域優
勢，推進企業戰略轉型升

級。為了配合 「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寶塔石化積極參與了發改委
立項的寧夏生態紡織工業園原料基地建設，建設PTA項目推動寧夏煉
化生產基地整體轉型升級；建設新疆奎山產業基地，力爭將新疆奎山
打造成中國西部 「一帶一路」示範、生產和物貿基地；建設二連浩特
能源儲備基地，作為 「俄蒙中」油氣大管線項目的中國起點基地。

此外，寶塔石化還計劃在未來5年內，依託集團在珠海的產業優勢
、交通優勢和區位優勢，以及東盟十國的市場資源，將珠海基地打造
成中國南部 「一帶一路」示範、生產和物貿基地，以配合 「海上絲綢
之路」建設。

戰略轉型升級同樣離不開領先的創新技術，寶塔還將加大在清潔
能源開發、煤化工、石油化工等方面領先技術研發力度，重點發展技
術引進、技術轉化、技術孵化等功能，計劃2020年實現科技產品年銷
售收入50億元，獲得信用AAA資質。

積極 「走出去」 布局海外市場
在配合 「一帶一路」建設方面，寶塔石化除了充分利用國內區域

優勢外，還積極實施 「走出去」戰略，借 「一帶一路」戰略的東風布
局海外市場，力圖在我國傳統產業的產能輸出方面有所作為。

資料顯示，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涉及四大洲50多個國家，集中
了俄羅斯及中東地區重要的油氣資源國，僅中東地區石油已探明儲量
就佔世界的48%，產量佔世界30%以上。寶塔石油集團董事長孫珩超表
示， 「加強與 『一帶一路』油氣資源國的合作，是我國民營企業 『走
出去』獲取國際資源的重要通道。」

寶塔石化的 「走出去」戰
略早在6年前就已實施：在哈
薩克斯坦成立公司，在當地完
成多個煉廠技改項目，並以此
為契機，換取哈國油氣資源，
並購買了兩個石油區塊，為寶
塔石化在哈國增加了原油儲備
資源。此外，寶塔石化還在中
亞其他國家成立公司，在奧地
利、新加坡等國建立了商務代
理機構，在國外的石油公司合
作已見成效。

▲▲珠海生產基地夜景珠海生產基地夜景

▲▲寶塔石化集團與美國寶塔石化集團與美國投資公司簽約投資公司簽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