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氧化氢 

过氧化氢(H2O2)作为氧化剂得到广泛应用，

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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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79年以来，本公司一直在韩国群山工

厂生产过氧化氢。目前，生产工业级产品7.5

万吨、电子级产品3万吨和半导体级产品

3,000吨。

2018年，凭借半导体行业需求的不断增

长，销售和盈利能力均保持稳固增长。

展望未来，预计该领域将保持稳步增长。本

公司的目标是在2019年将电子级产品的年

产能提高2万吨，半导体级产品的产能提高

1万吨，同时继续将产品组合提升到价值链

的最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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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合剂和化工机械的抛光浆料使用。

自2006年进入该行业以来，本公司已成为

全球五大生产商，总年产能为1.5万吨，其

中韩国9,000吨、中国6,000吨。

2018年，凭借良好的市场环境，使得本公

司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稳步提高，创造了非

常好的销售业绩和盈利能力。

展望未来，现在本公司正在将位于韩国的群

山工厂的疏水性气相二氧化硅的年产能从

500吨增至1,000吨。本公司还在评估未来

几年内进一步扩大年产能的备选方案，以

满足该市场不断增长的长期需求。

氯碱

氯碱工艺生产的烧碱、氯和氢气，及盐酸和

次氯酸钠等下游产品，广泛应用于应用产

品、生产工艺和日常用品。

本公司从1990年开始生产氯碱产品。如今，

每年生产11.7万吨氯碱产品，除自用外，销

售给国内客户。

2018年，因全球市场供应依然紧俏，持续

为削减成本作出的努力，进一步增强了公司

竞争力，推动销售额和盈利能力稳步上升。

展望未来，预计明年韩国国内氯碱市场供

应状况仍将紧俏。对依赖于氯碱原料的业

务部门来说，无疑是带来了创造增长和节约

成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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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随着中国太阳能光伏市场的重

大政策变化，全球多晶硅价格大幅下跌，

致使多晶硅销售额下降16.8%，降至1.4

万亿韩元。因与多晶硅业务有关的库存

冲销损失的影响，EBITDA下降53%，降

至1,500亿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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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6年以来，OCI一直在韩国群山工厂

生产多晶硅。2017年，本公司在马来西亚

砂拉越的第一家海外工厂开始投入生产。如

今，本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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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随着中国在5月底突然宣布削减太

阳能光伏项目的补贴，导致太阳能行业结构

性供过于求状况急剧恶化，形成了销量在上

升、盈利能力却在下降的景况。随后，全球

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市场需求迅速下降，导致

现货市场价格从每公斤15美元暴跌至每公

斤10美元以下，使人们对太阳能行业将在今

年创造稳定业绩的美好期望成为泡影。

展望未来，凭借本公司的马来西亚砂拉越

工厂通过持续改进并在降低成本方面取得

重大进展，使本公司有望在产品成本上与

行业内成本最低的太阳能级生产商展开竞

争。本公司还在加快韩国群山工厂从太阳

能级多晶硅向半导体级多晶硅转型，力争到

2022年建立5,000吨生产体系，以满足蓬

勃发展的亚洲半导体行业客户群不断增长

的需求。

磷酸

磷酸(H3PO4)广泛应用于半导体蚀刻、工业

产品和食品添加剂。

本公司自1980年以来，一直从事于磷酸

(H3PO4)生产，多年来本公司不断扩大产品

组合，以满足半导体行业对高纯度产品日益

增长的需求。今天，本公司位于韩国的群山

工厂每年生产1.5万吨磷酸产品，供应给台

湾和韩国的主要客户。

2018年，本公司凭借先进生产能力继续提

高销售和盈利能力，全年新增产能5,000吨

展望未来，本公司计划在2019年再完成一

个5,000吨的扩建项目，将韩国群山工厂的

年产能提高到2万吨，以满足韩国主要半导

体制造商不断增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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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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是制造沥青的原料，也是通过蒸馏方法生

产炭黑油和萘的原料，而二者是应用于炭黑

和邻苯二甲酸酐业务的主要原料。

自1976年开始生产沥青产品以来，本公司

已成为世界三大煤焦油深加工商，总深加

工能力达到128万吨，其中55万吨来自韩

国的两家工厂，73万吨来自中国的两家工

厂。目前，沥青产品供应给中东、非洲、大洋

洲和北美洲的主要铝冶炼厂。

2018年，本公司位于中国安徽省的马钢奥

瑟亚化工有限公司连续运营第二个年头，沥

青出口量稳步增长。本公司还继续扩大客户

基础，与全球铝冶炼厂的年度合同量创造了

历史新高。

展望未来，本公司将凭借位于韩国和中国的

多元化的生产网络，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的全

球市场份额。基于生产的灵活性，以及二十

多年积累的业务经验和与世界顶级铝冶炼

厂签订的长期供货合同，为本公司在今后实

现稳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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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从1995年开始从事BTX产品生产，

是韩国唯一的煤基BTX产品制造商，年产

能为26万吨。

2018年，尽管油价上涨，但销量略有下降。

因持续的中美贸易战导致BTX需求减少，以

及随着中国市场对二甲苯的需求增加，导致

苯供应增加，使苯价格疲软，从而使盈利能

力增长遇阻所致。

展望未来，本公司将继续发挥规模经济和

技术创新的优势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盈

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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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从1991年开始生产增塑剂。如今，位

于韩国的浦项工厂年产能达到6.5万吨，包

括1.5万吨的对苯二甲酸二辛酯(DOTP)、不

含邻苯二甲酸盐类环保增塑剂。本公司因

能够100%地从内部采购原材料(含邻苯二

甲酸酐)，确保了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

2018年，增塑剂和邻苯二甲酸酐销量小幅

增长。因严重的供过于求，及对利润较低的

出口合同的日益依赖，韩国市场的价格竞争

加剧不断削弱了盈利能力所致。

展望未来，本公司就在马来西亚砂拉越的多

晶硅工厂周围地区兴建一座10万吨增塑剂

工厂计划进行评估，以更有效地满足东南

亚地区未来的需求。

凭借韩国的炭黑业务和中国的沥青业务业

绩表现强劲，2018年销售额增长了8%，

增至1.426万亿韩元。因美国对中国轮胎

和橡胶产品征收贸易关税推迟了本公司在

中国扩大炭黑业务的进度，导致EBITDA

下降9%，降至2,250亿韩元，而TDI市场

的全球市场供过于求降低了该业务的盈利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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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开始生产炭黑。如今，本公

司已成为韩国最大的炭黑生产商，在韩国

和中国设有工厂，全球销售能力达到45万

吨，其中包括合资子公司现代OCI的10万

吨在内。

2018年，炭黑销售额增长了24%，这是因

为现代OCI在韩国大山的炭黑工厂顺利启

动，而且在投产的第一年就实现了稳定的

盈利。2018年，本公司位于中国山东省的

山东奥瑟亚建阳炭黑有限公司炭黑工厂的

计划遭遇挫折。尽管今年早些时候成功完

成了在该地区运营的主要跨国轮胎制造商

给予的资格认证，但因中美贸易战不断升

级，导致新的订货合同被推迟。

展望未来，跨国轮胎制造商正纷纷战略性

地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以外地区，以保

持竞争力。本公司将凭借多元化的生产网

络成为跨国轮胎制造商的供货商。本公司

将加快发展增值产品，不断提高盈利能力

的同时，还将推进现代OCI工厂的二期工

程建设，争取到2019年将年产能从5万吨

增至15万吨。

甲苯二异氰酸酯(TDI)

通常甲苯二异氰酸酯(TD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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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从1990年开始在韩国群山工厂生产

TDI。如今，本公司已成为名列韩国三甲的

供应商，为亚洲、中东、非洲和南美等地区

7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客户供应TDI。

2018年，全球工业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

于求，销量和盈利能力下降，全球现货价格

和开工率因高库存水平而下降。

展望未来，预计在短期内TDI市场将面临严

重的供过于求的局面。本公司将凭借自主

生产关键原料(如氯和氢)所带来的无与伦

比的成本优势，专注于灵活的生产管理，开

辟利润率更高的产品和市场，进一步推动

未来增长和提高盈利能力。

各市场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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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7年美国阿拉莫太阳能光伏项

目最终结束并完成货币化后，2018年

销售额下降40%，降至4,830亿韩元。

凭借本公司在美国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制

造业务和韩国热电联产电厂的稳定业

绩，EBITDA增长了一倍多，增至970亿

韩元。

太阳能光伏能源

2018年，全球太阳能光伏市场经历了短暂

的挫折，中国政府修订上网电价后，2017年

曾占全球市场需求一半以上份额的中国市场

需求在下半年经历了大幅下滑。全球市场总

装机量从99千兆瓦增至101千兆瓦，仅增长

了2%。尽管面临来自其国内市场的严峻挑

战，中国仍然是全球市场的领头羊，紧随其

后的是美国、印度、日本、德国和土耳其。

本公司是一家跨国太阳能光伏项目开发商，

业务遍布美国、中国和韩国在内的世界各主

要市场。截至2018年底，本公司完成装机

容量为696兆瓦(MWdc)，在世界各地自主

运营的装机容量为83兆瓦(MWdc)，另有

12兆瓦(MWdc)的装机容量正在开发或建

设中。

2018年，第三季度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出售

的Ivory项目，是本公司当年唯一的货币化项

目。该项目装机容量为66兆瓦(MWdc)，是

继560兆瓦(MWdc)阿拉莫项目之后CPS 

Energy的第二个后续项目。而阿拉莫项目

是德克萨斯州迄今为止第一个也是最大的

公用事业规模的项目，于2013年至2017年

间完成。

本公司位于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太

阳能电池组件制造子公司Mission Solar 

Energy的强劲业绩表现，成为本公司在

2018年的另一个增长动力。2012年该子

公司作为为阿拉莫项目提供电池组件的配

套公司而成立，几年来，该子公司已经从公

用事业市场向分布式发电市场转型。2018

年，为了满足美国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该

子公司增加了第三个生产班次，将营业时间

延长至7天24小时，实现了自成立以来的首

次营业利润。

本公司继续强化在储能系统(ESS)领域的专

业知识，五月份位于韩国的群山多晶硅工厂

完成了51兆瓦时储能系统。作为大幅降低

工厂能源成本的调峰策略的一部分而安装

的该系统设施，同时也为本公司提供了测试

和改进ESS技术的机会，为本公司在韩国未

来的太阳能光伏项目中交付这些系统提供

了支持。

展望未来，预计全球太阳能光伏市场在

2019年恢复两位数增长。尽管预计中国市

场装机容量将稳定在40千兆瓦左右，但预

计印度、欧洲和北美洲等全球其他地区的

装机容量将实现大幅度增长。因韩国政府

出台了新的刺激政策，预计本公司在韩国本

土市场的装机容量的增长将超过2018年的

2千兆瓦。

2019年1月，本公司通过位于韩国的太阳

能光伏开发子公司OCI Power收购了德国

Kaco New Energy位于韩国的业务。鉴于

Kaco New Energy是一家在世界逆变器

和功率调节系统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制造

商，此次收购将帮助本公司加快开发和配置

先进的储能系统，使未来的太阳能光伏电

站更加高效和可靠。

热电联产电厂

本公司的子公司OCI SE在韩国中西部海岸

的新万金工业园区经营一座303兆瓦的燃

煤热电联产电厂。新万金热电联产电厂应

用最先进的技术建造而成，并以本公司五十

年来在仁川、光阳和浦项工厂运营自备热电

联产电厂积累的运营专业知识和技术经验

为基础，于2018年完成了第二个全年运营。

2018年，凭借系统边际价格上涨，可再生

能源证书销售额增加，燃料组合中混合使

用木屑颗粒获得的销售额的增长，使总体

销售额实现了稳步增长。尽管电力销售额

继续达到目标，但因工业园区建设迟缓，对

蒸汽的需求继续落后于预期。预计，随着综

合园区吸引更多的新制造业租户，销售额和

盈利能力将长期实现逐步增长。

能源解决方案

美国德克萨斯州阿拉莫太阳能光伏电站

韩国新万金热电联产电厂

美国德克萨斯州Mission Solar Energy

太阳能光伏项目 单位：兆瓦(MWdc)

韩国 35
中国 22

美国

总计696兆瓦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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