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7年，依靠战略性地收购

位于马来西亚的年产能为2万吨的

新生产基地，以及多晶硅价格上涨

和销量增加，年销售额增长了7.5%

增至1.683万亿韩元。

随着位于马来西亚的新工厂

投入生产，并开始对盈利能力

作出贡献，EBITDA增长了34%，

增至3,250亿韩元。//

多晶硅

多晶硅是用于制造太阳能光伏电池

片、电池组件及半导体硅片的主要原

材料。2017年，OCI成长为世界排名

第二的多晶硅制造商，铭牌产能达

到7.2万吨。

2017年，依靠持续实施的降低成本

的举措及位于马来西亚的新生产基

地成功地投入生产，OCI继续改进了

经营业绩。从市场角度看，OCI受益

于下半年全球多晶硅的供应短缺，

以及太阳能硅片市场持续从多晶硅

片转向高质量的单晶硅片。

2017年，OCI取得的最重要的发展

是在5月底收购了德山马来西亚，将

制造业务拓展到国际市场。2017年

7月，OCI的砂拉越P2工厂早期投入

生产，新增1.38万吨年产能，不仅扩

大了销售额，还为OCI进一步减少制

造成本奠定了坚实基础。

OCI取得的第二个重要的发展是在

硅片市场上，自2011年以来首次与

主要的单晶硅片制造商签订了长期

供货合同。为满足这些和未来的承

诺，OCI将致力于扩大高纯度多晶硅

的生产能力。

中国政府于2017年结束了对多晶硅

进口的反倾销复核调查。虽然中国

政府从2017年11月起把对多晶硅征

收的关税从2.4%上调至4.4%，但是

这一最低的关税同样适用于总公司

设在韩国的制造商，OCI坚信依靠这

一有利条件，必将使OCI在中国这个

关键市场保持高度竞争力。

展望未来，全球太阳能光伏及半导

体产业的发展将继续推动多晶硅需

求的增长，且这一增长将在可预见的

未来持续下去。OCI在韩国和马来西

亚不断扩大的生产网络，不仅能够满

足不断扩大的客户群的需求，还终

将推动OCI全球市场份额的稳步上

升。2018年，OCI计划完成正在砂拉

越P2工厂实施的一个去瓶颈项目，

以实现在今年年底前将全球有效年

产能增至6.9万吨以上的目标。

磷酸

广泛应用于蚀刻半导体、工业用产

品及食品添加剂。OCI分别从1980

年、2003年和2008年开始生产磷

酸(H3PO4)、LCD级磷酸和高纯磷

酸。多年来，OCI稳步地进军全球高

纯度磷酸市场，为台湾、美国和菲

律宾的客户供应了产品和服务。今

天，OCI已成长为韩国半导体行业主

要供应商，具备了从原料到全系列高

纯度等级产品的产品阵容，产品组合

日趋扩大。2017年，随着韩国半导

体制造商的需求持续、稳步增长，销

售额实现了小幅增长。凭借工艺最优

化获得成功，使盈利能力得到了显著

提高。

展望未来，OCI将在2018年继续致

力于生产工艺和设施的最优化，最

大限度地扩大产量和盈利能力，以

继续实现稳步增长。同时，OCI将继

续扩大三维NAND等新兴领域的生

产能力，争取从韩国主要半导体制

造商那里确保新项目。OCI的群山六

氯乙硅烷(HCDS)工厂将继续利用多

晶硅生产工艺的副产品，生产应用

于SiO2和SiN层的薄膜淀积以及垫片

等增值应用领域的六氯乙硅烷，继

续创造与多晶硅业务的协同效应。

过氧化氢

该化工产品作为氧化剂在各种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例如，作为漂白剂、

原材料、防腐剂、消毒剂和应用于

电子制造领域的蚀刻剂、清洁剂

等。OCI通过控制浓度和稀释过程

来制造各种纯度和浓度的过氧化氢

产品。2017年销售额和利润率与去

年持平，反映了整体市场趋势。

展望2018年，预计韩国半导体制

造商将继续扩大产能，并推动高纯

度和电子级过氧化氢的市场需求增

长。OCI将确保更广范围的产品组

合，为在半导体产业实现未来增长

奠定基础。 

气相二氧化硅

呈白色、蓬松的无定形粉末，具有非

常低的体积密度和高比表面积，作

为增稠剂、补强剂，或油漆和涂料的

研磨料、密封胶、橡胶、粘合剂和化

工机械抛光浆料使用。

OCI是中国排名第四和世界排名第

五的气相二氧化硅制造商，包括韩

国的9,000吨和中国的6,000吨年

产能在内，全球年产能达到了1.5万

吨。2017年，依靠韩国内销稳定和

海外销售扩大，总销售额实现小幅

增长。OCI凭借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

和技术支持，连续两年实现了盈利。

展望未来，OCI预计位于中国河北省

年产能为6,000吨的唐山奥瑟亚化

工有限公司将在2018年首次实现扭

亏为盈。工厂于2013年建成，OCI凭

借该厂得以直接进入中国市场，使

OCI能够供应满足当地客户需求的

高质量产品。

氯碱

生产烧碱、氢和氯气，及盐酸和次氯

酸钠等下游产品，广泛使用于应用

产品、生产工艺和日常产品。

氯碱业务的年产能为11.7万吨，除

自用外，剩余部分出售给国内客

户。2017年，因中国政府以改善空气

质量为宗旨，实施严格的环境检查，

关停了部分工厂，导致工厂开工率下

降，推动了韩国市场价格上涨。凭借

这种良好的市场环境，加上OCI持续

为降低成本所作出的努力，以及OCI

成功地与主要客户签订烧碱和氯气

长期供货合同，战略性地扩大了客

户群和市场份额，从而提高了盈利

能力。

展望未来，预计当前市场的供求紧

俏的状况将在2018年持续下去，为

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奠定基础。OCI

于2015年11月完成的高纯度无水盐

酸配制塔，将继续在提高成本竞争

力和产品质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市场销售

2015 2016 2017

多晶硅

过氧化氢

气相
二氧化硅

吨
年产能

85,000

72,000

15,000

85,000

52,000

15,000

85,000

52,000

9,000

23% 韩国

2% 其他地区

2% 美洲

49% 中国

24% 亚洲

*合并调整前

1,667
万亿韩元

基础化工

1 多晶硅
2 过氧化氢
3 气相二氧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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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OCI凭借这种生产的灵活性、超

过二十年的业务经验，以及与世界

顶级炼铝厂签订的长期供货协议，

为在今后继续实现增长奠定了坚实

基础。

BTX(苯、甲苯、二甲苯)

BTX是化工行业用来大量生产无数

的其他石化产品的主要芳香烃原料。

苯用来生产苯乙烯单体、苯酚、环己

烷和苯胺。甲苯作为多种化工产品

的溶剂和二硝基甲苯的原料使用；二

甲苯作为溶剂使用。

OCI是韩国唯一使用煤炭生产BTX

产品的制造商，年产能达到了26万

吨。2017年，因中国进口增加，导致

供求紧俏，带动国际销售价格上涨，

同时，OCI完成了2016年11月竣工的

光阳工厂8万吨扩建项目，使销量呈

现强劲增长。出于同样的原因，盈利

能力也实现了大幅增长。

展望未来，通过最近扩大的产能、稳

定的国内外原料采购，以及持续进

行的消减成本活动，OCI将继续提升

在行业的成本领先地位。

其他芳香烃

邻苯二甲酸酐用于生产增塑剂、不

饱和聚酯树脂、涂料和颜料。增塑

剂用来软化PVC塑料，生产电线绝

缘材料、合成革、薄膜、汽车密封剂

和建材。

OCI是韩国唯一的基于萘的邻苯二

甲酸酐的供应商，占韩国总市场份

额的40％；同时，也是韩国增塑剂

的主要供应商，占韩国总市场份额

的20%。OCI实现了原料的100％自

给，从而在韩国同行业确保了无与伦

比的竞争优势。

2017年，凭借邻苯二甲酸酐全球销

售价格的回升，浦项工厂1.5万吨环

保型DOTP增塑剂扩建工程竣工，

扩大了增塑剂销量，从而使邻苯二

甲酸酐和增塑剂的销售额双双实现

增长。然而，因韩国国内市场的领导

商为扩大市场份额而削减了销售价

格，迫使OCI不得不跟进，签订了利

润率较低的出口合同，从而使盈利

能力大打折扣。

展望未来，OCI将致力于建立差异化

的产品阵容，开发与众不同的环保解

决方案，大幅度降低产品价格。2016

年5月在韩国浦项竣工的1.5万吨现

代化工厂将对此提供支持。

市场销售额

炭黑

沥青

BTX

产能

2015 2016 2017

531,000

450,000

260,000

531,000

350,000

180,000

372,000

270,000

180,000

*合并调整前

1.055
万亿韩元

73% 韩国

5% 世界其他地区

1% 中国

21% 亚洲

0% 美洲

// 2017年，因市场供求紧俏，

带动TDI和沥青价格走强，

加上OCI在中国的煤焦油蒸馏和

炭黑业务销售收入不断增长，

使销售额同比增长约50%，

增至1.319万亿韩元。凭借成本

领先优势、价格走强和需求扩大，

使盈利能力大幅上扬，EBITDA

飙增约95%，增至2,470亿韩元。//

炭黑

炭黑是烃类燃料经过不完全燃烧产

生的，主要作为轮胎等橡胶制品的

补强剂和塑料、涂料、油墨等的颜料

使用。

OCI是韩国排名第一的炭黑生产商，

通过位于韩国和中国的生产工厂构

建了45万吨全球年产能，其中，包括

合资子公司现代OCI的10万吨年产

能。2017年，随着OCI在韩国和中国

增加新增产能，销售额增长了17%。

尽管盈利能力也有所提高，但随着

价格竞争日益激烈，以及与中国本土

轮胎制造商签订的资格认证延迟完

成，阻碍了OCI的盈利增长。

今年的一项重大业绩是，OCI的合资

企业现代OCI位于韩国大山的工厂

在10月份提前竣工。新厂年产能为

10万吨，从2018年初开始投入商业

生产。根据目前的市场趋势，OCI计

划加快建设5万吨规模的第二期工

程，预计从2020年后期开始投入商

业生产。

展望未来，预计位于中国山东省的

年产能为8万吨的山东奥瑟亚建阳

炭黑有限公司炭黑工厂，在2018年

第一季度获得全球轮胎制造商给予

的资格认证后，从2018年起为提高

盈利能力作出重大贡献。OCI还将在

高附加值炭黑领域继续扩大专用黑

色和机械橡胶制品的销售，不断加

快产品组合向这些市场的转移。

甲苯二异氰酸酯(TDI)

通常甲苯二异氰酸酯(TDI，Toluene 

di-isocyanate)用来和多元醇进行化

学反应生产聚氨酯。聚氨酯广泛用于

家具、汽车、电子元器件、鞋、颜料和

树脂等行业，生产厚板和发泡模具。

OCI是韩国排名第三的TDI供应商，

市场份额超过30％，向分布在亚洲、

中东、非洲和南美洲等地的70个国

家的200多家客户供应TDI产品和服

务。2017年，鉴于几家主要的大型跨

国制造商在年初退出TDI行业，加上

新增工厂开工率偏低，导致全行业

供不应求，使OCI实现了销售额小幅

增长及盈利能力持续提高。

展望未来，预计当前良好的市场

环境至少会持续到2018年上半

年。OCI将继续利用自产关键原料 

(如氯气、氢气)的能力所带来的无与

伦比的成本优势，并战略性地将业

务重点转移到利润率更高的产品和

市场，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

沥青

沥青是用于铝冶炼用优质阳极、石

墨电极、耐火砖及防水产品的一种粘

合剂。煤焦油是制造沥青的原料，也

是通过蒸馏方法生产炭黑油和萘，

及应用于炭黑和邻苯二甲酸酐业务

的主要原料。

OCI是全球排名第三的煤焦油蒸馏

加工商，包括位于韩国的两家工厂

的55万吨和位于中国的两家工厂的

73万吨在内，全球蒸馏能力总计达

到了128万吨。目前，正向中东、非

洲、大洋洲和北美洲的主要炼铝厂

供应沥青。

2017年，凭借马钢奥瑟亚化工有限

公司煤焦油工厂投入商业运行，OCI

在中国的出口销售额实现了大幅增

长，马钢奥瑟亚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第四季度，位于中国安徽省，

年产能为35万吨。尽管销售额得到

大幅改善，但因原料成本上升及反映

到销售价格上滞后2～3个月，从而

抑制了OCI的盈利增长势头。

展望未来，OCI在韩国浦项、光阳及

中国山东、安徽等地拥有工厂，在东

亚建立了多元化生产网络，将以此

为基础继续扩大OCI的全球市场份

石化产品
与碳材料

吨

1 炭黑
2 TDI
3 沥青
4 B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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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德克萨斯州，阿拉莫太阳能光伏电站

成立的可作为韩国国内投资项目融

资工具使用的规模为1,300亿韩元

的OCI太阳能光伏基金，必将推动

OCI在韩国国内太阳能光伏市场抢

占先机和拓展市场。

截至2019年，中国和美国将继续发

挥领跑作用，引领全球太阳能市场

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稳步增长。

两年来，韩国新增装机容量徘徊在

1千兆瓦左右，预计在韩国政府激励

政策的刺激下，2018年和2019年新

增装机容量将有望超过1.5千兆瓦

和2千兆瓦。今后，OCI力争在所有

市场，继续努力创造整体太阳能光

伏解决方案和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以使OCI及太阳能价值链上的合作

伙伴都能够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

储能系统

几年来，OCI一直致力于将可再生

能源发电和储能系统(ESS)整合为

一体，以使太阳能光伏解决方案更

加灵活和更具竞争力。2018年初，

作为降低能源成本的调峰战略的

一部分，OCI在群山多晶硅工厂启

动了一个51兆瓦时的储能系统。预

计该设施将在夏季投入运行。2018

年，OCI的目标是在韩国按照计划完

成太阳能光伏项目的同时，安装30

兆瓦时的储能系统配套设施。

热电联产

OCI的热电联产子公司OCI SE运营在 

韩国最先进的燃煤热电联产电厂，

装机容量为303兆瓦，占地16.2公

顷，位于韩国中西部海岸新万金产

业园区开垦土地上。五十年来，OCI

在韩国仁川、光阳、浦项工厂建设

和运营自备热电联产电厂，积累了

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OCI将以

此为基础，把新万金热电联产电厂

打造成技术含量最先进的热电联产

电厂，确保热电联产电厂的高效、

环保运行。

2017年，新万金热电联产电厂完成

了首个全年度运营。尽管电力销售

继续达到了目标，但由于产业园区

扩建趋缓，导致园区对蒸汽的需求

仍然很低。除了继续优化整体运营

外，OCI还将通过主要燃料煤与木质

颗粒燃料的混合来扩大燃料组合多

样化。通过这一努力，OCI获得了韩

国政府颁发的可再生能源资格证书，

从而在市场上逐渐扩大了收入。

电厂信息

电力

蒸汽

投资额

员工数

303兆瓦

860吨/小时

5,576亿韩元

75人

兆瓦(直流)
太阳能光伏项目

韩国 28.0

美国

阿拉莫1 50.0

阿拉莫2 5.0

阿拉莫3 7.0

阿拉莫4 50.0

阿拉莫5 114.0

阿拉莫6 140.0

阿拉莫6+ 66.0

阿拉莫7 132.0

Delsea 4.0

霍姆德尔镇 4.0

拉沃尼亚 1.0

中国

嘉兴1 2.6

洪泽 10.0

无锡 3.0

烟台 5.5

嘉兴2 1.0

累积项目 620

// 2017年，OCI将其在美国的

阿拉莫6和明珠太阳能光伏项目中

持有的股份货币化后，

重返韩国太阳能光伏开发市场，

并通过在韩国的热电联产电厂

获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业绩，

销售额飙增138%，

增至8,110亿韩元。//

太阳能光伏

2017年，全球太阳能光伏市场新

增装机容量同比继续攀升，增长约

30%，从77千兆瓦增至100千兆

瓦。中国和美国继续引领增长，紧

跟其后的是印度、日本、德国和土

耳其。

OCI是一家跨国太阳能光伏项目开

发商，正在美国、中国、韩国、东南

亚和非洲等新兴太阳能市场拓展业

务。截至2017年底，OCI完成的全球

项目达到620兆瓦。另外，目前投入

运营的项目为70兆瓦，处在开发或

建设阶段的项目为150兆瓦。

在美国，OCI成功地完成了启动于

2012年的560兆瓦阿拉莫项目，此

项目是由位于圣安东尼奥的CPS 

Energy发起的。2017年1月，OCI将

其投资兴建的140兆瓦阿拉莫6项

目货币化，出售持有的全部股份。

此项目于3月份投入商业运行。另

外，OCI还继续拥有和运营阿拉莫1

和阿拉莫2光伏电站，并保有阿拉莫

4电站的20%的股份。

2017年，除了完成阿拉莫项目外， 

OCI承揽和实施的两个66兆瓦后续

项目也获得了重大进展，此项目位

于德克萨斯州，是由CPS Energy发

起的。8月份，OCI完成阿拉莫6+项

目的建设，并货币化，出售了持有

的全部股份。象牙项目于2018年第

一季度破土动工，预计年底前并网

发电。

在中国，OCI在2017年2月完成了

1兆瓦嘉兴Shenghe项目，3兆瓦无

锡普利斯通项目也已接近尾声。在

韩国，OCI在2017年底完成了多个

项目，总装机容量为8兆瓦，还有80

兆瓦在开发中。OCI在国际太阳能光

伏开发领域创造的坚实业绩和对韩

国本土的洞察力，以及2016年12月

能源
解决方案

韩国新万金热电联产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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