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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部委推车用乙醇汽油

持续横盘要小心
变盘随时降临

2020年汽车喝
“酒精”
说起乙醇，你可能会想到熟悉的家用
消毒酒精；
说起乙醇汽油，
你是否又感受到
或多或少的陌生。
然而3年后，
它将成为你生
活中
“最熟悉的一部分”
。
近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十
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
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
案》
（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显示，到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
油，基本实现全覆盖。
实际上，此前已有黑龙江、河南等地
试点推广乙醇汽油。不过，记者采访中发
现，占有我国炼油产能相当规模的山东地
炼企业，目前仍多生产的是普通汽油，生
产乙醇汽油的家数以及产量都相对较少。
有山东地炼企业人士对记者表示，此
前政策没有强制执行，相对来说，用乙醇
汽油的地区少，所以炼厂之前还是倾向生
产高清洁汽油。在目前的政策导向上，企
业也会由目前市场上的高清洁汽油转向
生产乙醇汽油，难度并不大。

转向生产乙醇汽油
并无技术难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管理学院
院长郭海涛对记者表示，目前市场上的普
通高清洁汽油是不含乙醇的，
而乙醇汽油则
在汽油中添加一定比例乙醇，
这是一种混合
添加技术，
对炼厂来说并无难度。
“加入乙醇
以后，
汽油会燃烧得更充分，
排放物会减少、
降低，
由此也变得更环保了。
”郭海涛说。
此前已有多地试点推广乙醇汽油。截
至目前，我国生物燃料乙醇年消费量近
260万吨，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三位。全国已
有11个省区（包括黑龙江、河南、吉林、辽
宁、安徽、广西6省（区）全境和河北、山东、
江苏、内蒙古、湖北5省的31个地市）试点
推广乙醇汽油，乙醇汽油消费量已占同期
全国汽油消费总量的1/5。
据了解，目前中国乙醇汽油的价格与
普通汽油价格一样，燃料乙醇的价格与油
品价格保持联动，其价格制定基本参照国
内成品油定价机制，以0.911的调价系数
进行调价。
不过，有地炼企业人士对记者表示，
此前山东地炼的主流市场不是乙醇汽油
区，所以炼厂更多还是生产高清洁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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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出台——
近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等十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生
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
醇汽油的实施方案》。方案显示，到
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车
用乙醇汽油，
基本实现全覆盖。

发展利好——

乙醇汽油

隆众资讯分析师丁旭向记者举例表
示，河南全省普及乙醇汽油，所以离河南
最近的地炼企业山东东明石化、山东玉皇
化工才销售乙醇汽油。
山东玉皇化工一名销售人士对记者
表示，目前玉皇化工既销售乙醇汽油，也
销售高清洁汽油，两者的生产成本差不
多。目前生产的乙醇汽油主要是由中石油
提供乙醇，然后玉皇进行代加工。从生产
量来看，实际上生产的高清洁汽油量大一
点。多家山东地炼人士向记者坦言，在国
家扩大、推广乙醇汽油的情况下，企业也
将会转向生产乙醇汽油。
丁旭表示，乙醇汽油普及，对地炼企
业影响并不大，并不需要升级装置，只需
要按要求加入乙醇照常生产。
卓创资讯成品油高级分析师胡慧春
表示，积极推广乙醇汽油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替代化石能源，这不仅有利于改善中国
的能源结构，并且可以减少对原油的依
赖，进而保证中国的能源安全。

2025年力争纤维素乙醇
实现规模化生产
乙醇汽油能否推广，在郭海涛看来，
还必须考虑原料供应的问题。
“ 乙醇的生
产需要原料，比如以前广西生产的是木薯
乙醇，华北生产的是玉米乙醇，需要明确
原料的供应。
”他说。

业内表示，
普及乙醇汽油难度并
不大，企业不需要升级装置，只需要
按要求加入乙醇照常生产。分析认
为，
积极推广乙醇汽油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替代化石能源，
不仅有利于改善
中国的能源结构，
并且可以减少对原
油的依赖。

据有关权威机构测算，我国每年产生
的超期超标等粮食可支撑一定规模的生
物燃料乙醇生产。此外，国际市场玉米和
木薯年贸易量达1.7亿吨，5%即可转化生
物燃料乙醇近300万吨。国内每年可利用
的秸秆和林业废弃物超过4亿吨，30%即
可生产生物燃料乙醇2000万吨。这些都为
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消费和实现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原料保障。
此外，国家能源局科技司负责人答记
者问时指出，我国生物燃料乙醇产业经过
十多年发展，以玉米、木薯等为原料的1代
和1.5代生产技术工艺成熟稳定，以秸秆
等农林废弃物为原料的2代先进生物燃料
技术已具备产业化示范条件。
《方案》也提出，2020年，先进生物液
体燃料创新体系初步构建，纤维素燃料乙
醇5万吨级装置实现示范运行，生物燃料
乙醇产业发展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到
2025年，力争纤维素乙醇实现规模化生
产，先进生物液体燃料技术、装备和产业
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形成更加完善的
市场化运行机制。
在业内看来，为了保证全国范围内
乙醇汽油的全面推广，相关配套措施需
要进一步跟进。胡慧春建议，与乙醇汽油
相关的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明确。只有
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才能有据可循，才
能更好地为乙醇汽油的发展提供法律保
障。并且，乙醇汽油的推广需要得到政府

的大力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胡慧春表示，需要加
强对乙醇汽油推广进度的监督管理。由于
乙醇汽油需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样需
要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未来要明确
各级政府对乙醇汽油推广工作的监督管
理职责。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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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汽油
乙醇，俗称酒精。乙醇汽油是一种由
粮食及各种植物纤维加工成的燃料乙醇
和普通汽油按一定比例混配形成的新型
替代能源。按照我国的国家标准，乙醇汽
油是用90%的普通汽油与10%的燃料乙醇
调和而成。
乙醇属于可再生能源，是由高粱、玉
米、薯类等经过发酵而制得。它不影响汽
车的行驶性能，还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
量。乙醇汽油作为一种新型清洁燃料，是
当前世界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重点，符合
我国能源替代战略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方
向，技术上成熟安全可靠，在我国完全适
用，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乙
醇汽油是一种混合物而不是新型化合物。
在汽油中加入适量乙醇作为汽车燃料，可
节省石油资源，减少汽车尾气对空气的污
染，
还可促进农业的生产。

昨天的市场，可以
说是波澜不惊。但值得
注意的是，昨天大盘显
著 缩 量 ，沪 市 仅 成 交
2307.3 亿 元 。同 时 ，8 月
29日以来，沪指在3300
点上方已经横盘震荡了
12个交易日，预感变盘
时间即将来临。
接下来的行情，
究竟该如何应对？
首先，回顾一下昨日的盘面。昨日凌晨，苹果公司
正式发布了iPhone8和iPhone X新手机，苹果概念股
利好兑现，不少都出现了明显回调。如水晶光电、德赛
电池、蓝思科技、歌尔股份等都有不小的跌幅。但是，
港股市场的苹果概念股就要好得多。如舜宇光学科技
昨天大涨4.38%，股价创出新高，本周累计涨幅已有
14.8%。另外，瑞声科技昨天也涨了1.29%，而且趋势还
不错。当然，舜宇光学科技和瑞声科技两家公司都是
千亿市值的大公司，港股苹果概念股的龙头，所以自
然受到众多资金的追捧。而其他一些具有苹果概念题
材的小股票，
表现还是不行。
再看其他题材股，前两天炒作最火爆的是新能源
汽车这个题材，曾经出现几十只个股同时涨停。昨天，
虽然涨停个股数量没那么多了，但是热度还没有完全
降下来。其中，前天冲高回落的锂电池板块，昨天再度
走强，几只龙头股如雅化集团、江特电机、融捷股份等
继续涨停。对于新能源汽车这个题材，我觉得短期热
炒一下就可以了，冲得越凶，可能调整越厉害。毕竟，
新能源汽车的全面普及，是一个长期工程，不是几年
内能够完成的。
另外，前天达哥提到了白酒股再次走强，而从昨
天的行情看，走势依然非常强劲。如伊力特、泸州老
窖、酒鬼酒等，从盘口就看得出来，机构资金开始再次
进场了。同时，贵州茅台连续反弹三天，股价重新回到
490元上方，几乎收复了上周连跌5天的失地。看来，双
节临近，
白酒股有可能迎来旺季。
再说一下对后市行情的判断。沪指突破3300点
后，从8月29日开始，已经连续12个交易日维持横盘
震荡，既没有形成有效的向上突破，也没有出现像样
的调整。所以，我有一种预感，市场的变盘时间正在
临近，后市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为什么有这种感觉？
因为突然明显缩量，这种感觉不太好。前天沪市
成交3250亿元，昨天只有2307亿元，萎缩了将近1000
亿元。盘面走势正常，但成交量却突然明显缩量，这就
是变盘的信号。
当然，
对于后市可能发
生的变盘，究竟是往上突
破，
还是往下变盘，
谁也说
不清。如果能够向上强势
突破3400点的话，那么说
明行情的强度非常高，牛
市来临的可能性进一步增
大。
而如果往下变盘的话，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
最大的可能就是向3300点 最新规定，本手记不涉及任
寻求支撑。
（张道达） 何操作建议，
入市风险自担。

泸州老窖定增机构获配股将上市
7 只社保基金合计投入 8.2 亿
参与泸州老窖定增的机构获配
股份将于9月14日上市。据9月13日
泸州老窖公告披露，参与定增的共
有7家机构，包括易方达基金等。记
者发现，在这些参与定增的基金中
出现了7只社保基金的身影，而7只
社保基金合计出资8.196亿元认购泸
州老窖定增股份。

泸州老窖定增机构积极参与
9 月 13 日 ，泸 州 老 窖 发 布 公 告
称，公司此前定增的机构获配股份
将于9月14日上市。本次定增股票完
成后，泸州酒业投资认购的股份自
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其
他特定对象认购的公司股份自上市
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记者注意到，2017年3月22日，
泸州老窖曾发布公告称，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实际上，早在2016年5月17日，泸州
老窖就公布了定向增发预案，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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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亿元投资技改一期工程，一期项
目完成后，泸州老窖将形成优质基
酒3.5万吨生产能力，以及储酒10万
吨的储藏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泸州老窖的定
增显然受到机构的追捧，保荐机构
于2017年8月7日开始，向特定投资
者送达了认购邀请书，包括泸州老
窖截至2017年7月31日收市后的可
联系的前20名股东、29家证券投资
基金、14家证券公司、8家保险公司
和 105 家 其 他 意 向 投 资 者 。而 截 至
2017年8月10日，共收到24家投资者
回复。

7只社保基金投入8.2亿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泸州老窖
的定增发行对象中，泸州酒业投资
获 配 416.6 万 股 ，易 方 达 基 金 获 配
2187万股，汇添富基金获配666.7万
股 ，博 时 基 金 958 万 股 ，平 安 资 产
666.7万股，财通基金708.3万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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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加银基金获配645.8万股。记者注
意到，在这7家获配对象中，泸州酒
业投资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易方
达基金以28个产品认购，汇添富基
金以4个产品认购，博时基金以8个
产品认购，平安资产和民生加银基
金以1个产品认购，财通基金以19个
产品认购。
在易方达基金参与定增认购的
28只产品里出现了3只社保基金，其
中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认购2.096亿
元，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认购2000
万元，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认购近
1.6亿元。在博时基金参与认购的8只
产品中，也有3只社保基金，社保基
金一零三组合认购2.1亿元，社保基
金五零一组合认购7000万元，社保
基金一零二组合5000万元。此外，在
汇添富基金的4个产品里面，社保基
金四一六组合认购近1亿元。上述7
只社保基金合计认购8.196亿元。
（每日经济新闻）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