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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能源问题——为德国流程工业企业提供新机遇 

 

 技术进步 VS 创新攻势 

 能源问题—企业的新机遇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超过法国和英国的世界第四经济强国。中国是德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商贸合作伙

伴。大量的中型德国企业已经感受到了中国市场的繁荣昌盛，越来越多的德国中型企业来到了古老

而又富饶的中国大地。在这一背景下，将于2007年5月14日～18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举办的第7届
AchemAsia国际化学工程和生物技术展览会，将为化工和石化工业企业、医药和食品企业、生物工

程企业、环境保护设备生产企业和材料转换领域企业展示其机床设备、工艺技术和科技知识提供大

好时机。在AchemaAsia2007展览会期间，将会有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家企业参加展出，观

众人数将会超过两万人。 

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很高的能源消耗。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和电力资

源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能源是保障未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的基

础，因此中国政府希望在今后的五年内将其能源消耗量减20%。为了使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中

国对节能技术和节能材料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

在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越来越希望购买高质量的产品。对于那些产品品种丰

富、创新性产品多的企业，这些优势也会成为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有力武器，为他们进入感兴趣的

经营领域和投资提供了新的可能。 

中国—化工企业巨大的销售市场 

中国对化工产品需求的飞速增长使国际化工工业企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回顾近10年来化工产品

增长的变化情况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化工产品的销售市场是如何变化的：在中国，每年对化工产品

需求量的增长率在12%，在欧盟25国和美国是4%，在德国只有2%[1]。根据化学工业协会的估计，

到2010年前中国市场对化工产品的需求量仍然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而此时的欧洲只有2.5%。 

目前，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的化工产品消费国了，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工产品消费国

[2]。中国塑料原材料的需求几乎是世界市场总需求量的四分之一。而与需求增长同样快速发展的也

包括亚洲竞争对手的飞速发展：他们具有劳动力工资水平低的优势，在本地生产时环境保护要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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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以及靠近原材料市场等价格优势。中国的国营集团公司中石化，一家在90年代时还是石油化工

业内非常不出名的企业，仅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就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七大化工集团公司了（销售收

入210亿美元）。中石化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成为中国三大最重

要的国家级联合集团公司[3]。中石化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化工原材料，例如：乙烯、丙烯、氨、苯和

氯。然而，专业的特殊化工产品在中国市场中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未来的几年中，特殊化工产品

的比例将会增加到30％到45％。此外，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也将成为中国另一个化工巨人；上海化学

工业区也将成为中国的专业特殊化工产品生产基地。 

强大的德国化工企业在中国 

尽管中国正在努力的扩大自己化工产品的生产能力，但是仍然不能满足中国国内市场的需要；

从中期发展的情况来看，仍然需要依靠进口。因此，许多国际性的大型化工集团公司纷纷在中国当

地建立自己靠近用户的生产基地。他们并不局限于生产一些简单的化工产品，更多的是生产一些高

品质、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和开发机构。高技术型的德国公司，例如巴斯夫

有限责任公司和拜耳股份公司等就属于在中国投资的、实力雄厚的德国企业。 

到2010年年底时，巴斯夫公司在亚洲销售收入的一半、世界销售收入的十分之一将来自中国市

场；并在中国当地生产这些产品总量的三分之二[4]。在今后的几年里，这家总部设在路德维希港的

公司将在亚洲投资几十亿欧元，其中的绝大部分投资在中国。他们在中国投资战略的核心项目是建

立在南京市价值24亿欧元的化工厂，一个与中石化合作的石化产品生产项目。 

与巴斯夫公司一样，拜耳股份公司也从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中获得了利益。不久前他们在上海

投资14亿欧元的工厂开始生产了，未来将在这一生产基地中生产聚碳酸脂、发泡塑料材料的原材料

和油漆原材料。该公司去年总销售收入274亿欧元中的17％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和太平洋地

区。拜耳公司的长期战略是：将这一地区的销售收入提高到20％。 

除了领域中的巨头之外，大举进军中国市场的就要数德固赛公司和朗盛公司了，他们是德国中

型企业进军中国的代表[5]。据安永国际会计公司（Ernst &Young）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26％的德

国中型企业对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感兴趣；到目前为止，17％的德国中型企业在中国有直接的合作

伙伴，12％的德国中型企业打算进入中国市场，或者扩展他们在中国已有的业务。 

不仅仅是数量！也要有质量！ 

长期以来，在中国销售的化工产品不再仅仅是以量取胜了；相反，质量也是对进口化工产品的

一项非常严格的要求。今天，对中国国内化工产品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严格了。对中档化工产品的

要求也提高了很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中档化工产品的质量将不会与西方产品有什么区别了。

这种化工产品质量要求，为德国的中型专业特殊化工产品生产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商机，在中国开辟

新的市场。根据互联网新闻“中国化工新闻网（CCNN）”的报道：塑料添加剂的需求很大，例如

对塑料软化剂、耐温和日光照射的添加剂、阻燃剂、抗老化剂、塑料着色剂、膨胀剂、抗静电或者

润滑材料的需求日益增大。这些原材料的需求增长率在每年9%左右，而国际市场中同类产品需求的

增长率只有4%。根据这一较大的增长率可以预计：中国也将成为专业化工产品的重要市场。 

占有相应的市场有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中国的化工产品生产厂是以其低廉的价格优

势进行艰苦的竞争。在A.T. Kearney咨询公司为德国经济周刊进行的一项独家调查研究中，提出了

对抗亚洲集团公司挤占市场可以采用的战略措施。他们的研究报告表明，未来仅仅依靠大量的产品

品种和降低成本已经不够了，更多的是要有大量的用户群和符合市场需求的、按照用户时间要求、

适合于潜在客户需要的创新产品。企业的生产过程、企业结构和决策规则都必须按照这一市场竞争

因素进行调整[6]。 

技术进步VS创新攻势 

目前生产专业特殊化工产品的企业已经有很多新产品正在研发之中。这些创新性产品既符合用

户要求也符合市场需要。例如朗盛公司根据汽车工业企业不断对在线喷涂的热塑性塑料的要求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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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新的材料：Luatran Polymer Triax，它的重量只有钢铁的一半，用于制造新型宝马3系列轿车

的轮辋。这种新型塑料具有很高的刚性和耐热性能，有着很低的吸水性和热膨胀系数。 

另一个例子是巴斯夫公司研发的增塑剂Hexamoll，一种最佳的考虑了在复杂的、直到最终用户

的经济增值链过程中都能获利的新产品。这种附加添加剂使塑料产品在使用中更加柔软，更加有弹

性，更加易于加工的添加剂，是一种无害的塑料添加剂。这是一种非常适合于生产有卫生要求塑料

产品的添加剂，例如生产儿童玩具，医疗器械和食品包装材料的产品。 

Degussa Furore公司研发生产的新型添加剂Firesorb是一种与安全性能有关的塑料添加剂。在

这种产品中加入水之后，如同添加了一层液体防护层一样。它能通过隔绝空气灭火，也有很好的冷

却作用。 

拜耳公司最新研发的、可以保存全息数据的塑料材料也属于安全性塑料材料。这种数据保存技

术提供了很高的存储数据阅读保护功能，有效的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员私自阅读，防止了数据被盗、

产品被复制、假冒。 

利用这些、以及更多创新性技术的运用，德国化工产品生产企业展示了他们的先进技术，从而

能够与他们在亚洲的竞争对手继续对抗下去。保持这些优势对于德国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到2020年时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国家。因此，在2006
年～2011年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政府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大大的高于其它领域的财政预

算[7]。根据中国的经济情况，中国政府通过鼓励投资的政策获得了大约60％的科研开发经费。例

如，高科技公司可以免收两年的营业所得税，此后只交纳15％的所得税；在这类企业采购设备和原

材料时还免征增值税。 

  

能源问题－－新企业的机遇 

经济的繁荣使得中国政府更加需要国外企业先进的科技知识和技术。目前最迫切的是能源方面

的技术和知识。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发展，几十年来中国一直采用的是低效工艺技，术造成大量的原

材料、能源和资源消耗，没有污水处理技术和废气净化技术。十多亿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同样面

临资源不足的严峻的挑战。近十年来，环境灾害才开始受到关注。但是由于工业化和汽车行业的迅

速发展，环境污染不但没有停止，甚至更加严重。愈来愈紧缺、愈来愈昂贵的资源使中国人明白了

生态环境重要性。因此，转变观念，使用可再生能源对未来的中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到2020年
时，中国的人口将会增加到14亿，比现在要多出1.5亿。在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移过程中，将会有

大约3亿到5亿的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并在城市里工作。这一人口数字相当于欧盟25国人口的总

数。根据中国官方最后一次正式公布的数据，中国目前的城市人口为5亿，而在今后的15年内可增

加到10亿。 

根据上述信息得出的信号是塑料产品的生产（塑料窗框，减震隔热材料，塑料管道）以及颜料

和油漆的产量将进一步增大。在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将逐步的转换到生态的和节能型的产品生

产中去，例如应该注意有着减免税收和补助性贷款条件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墙面漆，减震隔热材料

和双层玻璃窗等产品。 

德国GTZ技术合作公司北京分公司认为：德国公司在建筑外墙清洗和供暖系统领域中有着很好

的市场潜力。为此，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专门为德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平台：“2006上海生态建筑

展”。2006年11月起在中国上海动工兴建8座节能型建筑。在世界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具有节

能技术的德国企业必须加强其市场开发，提高抵御美国企业挤占市场的能力。面向未来的环保型项

目和方案有许许多多。例如东滩生态城，世界上第一个生态城市，一个位于崇明岛、距上海40km的

生态城市。到2010年时，这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将达到2万人，与曼哈顿相同，是一座没有煤炭的城

市。 

中国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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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中央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未来与中国类似有着巨大消费市场和生产机遇的国家可能

是印度[8]。长期以来，印度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严格的联邦主义，过分的官僚作风和强大的地域

的、种族的和宗教的观念是阻碍外国投资者的最大障碍。但是从90年代起，随着印度经济的调整、

私有化以及对外经济的开放，也给印度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活力。德国联邦银行、高盛投资银

行当前的市场调查预言：在今后的20年内，印度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除了服务性行业以

外，其在工业领域中的增长率也相当乐观。据德国工业联盟BDI的研究报告显示：那里化学品需求

的市场将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9]。 

作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印度有比中国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有着经验丰富的、英语流利的

专业技术人员、11亿人口的国内市场和过度膨胀的人员发展速度，具有更好的法律保护，尤其是在

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 

其它一些亚洲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也因国内政治稳定有着类似印度的

经济增长幅度[10]。具有很强的消费力。 

 

小结 

根据德国化工协会VCI的报道，未来几年中亚洲化工市场的平均年增长率明显的要高于欧洲市

场。根据这一发展动态，德国的化学工业企业应在这一地区加强自己的经营。 

对于德国化工企业来讲，研发创新性产品，研发具有前瞻性技术的新工艺，例如具有环境保护技

术，生物技术的新工艺，是不可忽视的发展战略。这不仅仅适合于进入新市场，更多的是可以与提

供廉价产品的竞争对手进行抗衡。加大在产品研发中的投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已经开始

的创新攻势是不可小视的力量。 

产量、灵活性、质量、持续的科技进步以及创新产品快速的进入市场，谁能在他的企业中全面

贯彻落实这些复杂的要素，谁将用亚洲市场提供的巨大商机牢牢握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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