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洞察@IBV

塑料产业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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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产业的未来
我们生活中几乎每个方面都离不开塑料，而且对聚
乙烯的需求还在继续攀升。在北美，聚乙烯市场的
现状是成本相对低廉，供应充足。因为聚乙烯市场
由少数批发商主宰，所以人们常常认为这个行业与
石油行业类似。但是，为了在商品化的塑料市场中
参与竞争，企业必须改进他们的战略。供应商需要
专注于加深对客户的了解，提高供应链的敏捷性，
从而满足日趋多元化的客户最终使用需求。企业还
需要更加强调环保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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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脱颖而出

聚乙烯 (PE) 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塑
料。总体上，2015 年全球交联聚乙烯
市场价值 47.6 亿美元，到 2026 年预
计将达到 94.3 亿美元。2016-2026 年
的复合年增长率 (CAGR) 预计将达到
6.42%，明显高于整体 GDP 的增长。
这意味着堆积如山的塑料。
未来几年，聚乙烯供应商有望获得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更加丰厚的利润。石
油价格走低让这个市场吸引了新的塑料
应用领域，这也推动了聚乙烯产品的创
新。进口和生产环境友好型的 PE 专用
替代品的小型企业也可能会带来竞争。
PE 的生产需要实现规模经济，业务单
位通常整合为广泛的石油化工综合体，
可以制造原料乙烯和各种副产品。因
此，美国的塑料行业主要由最近几年经

过整合而成的综合性全球石油化工巨
头组成。因为竞争日趋激烈，PE 供
应商不再依靠价格取胜。鉴于行业的
性质，“数字化竞争者”面临的市场
门槛相当高。但是数字技术可以为大
中型 PE 生产商留住或争取客户提供
新的选择。随着数字技术选项的不断
进步，客户期望享受到更优质的服
务。为使自己在市场中脱颖而出，供
应商需要采用新兴技术。他们必须营
造富有吸引力的客户体验，提高运营
效率，创造新的商机，实现颠覆性创
新，以便在市场中一争高下。通过向
创新文化转型，企业可以更积极地参
与生态系统，还可以促进与供应商和
客户之间建立可靠的协作式合作关
系。

响应客户需求
企业常常苦于缺乏对客户和用户
的深入了解。有时，他们对于客户群
如何变化以及现有产品如何投放到新
市场缺乏了解。
销售和营销部门
也缺乏对定价、运营执行情况和竞争
性物流的了解，这会导致合同签署与
商机渠道之间脱节。在当今的数字环
境，销售人员不能只做上门推销。随
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不断扩展，商机
已不仅仅局限于当地的化工客户。为
了实现可持续发展，领先的
企业
必须以数字化技术转变客户体验，采
取措施超越最低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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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球供应链

在碳核算中使用区块链，帮助减少温
室气体
过去，测量复杂供应链中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难度非常大。为解决这个问
题，
正与
合
作，希望利用区块链实现碳信用市场
转型。
打算将碳信用转变
为新型可置换的数字资产，可以在较
少摩擦的情况下进行补偿和交易。
通过将碳核算和碳补偿流程置于获得
许可的公共区块链网络的令牌中，使
转移和交易所有权变得更加容易。
颁发的令牌是一种更简单
更有效的碳核算新方法，有助于解决
气候变化难题。

目前，许多 PE 企业在港口和铁路运输
方面缺乏敏捷性，无法满足额外的聚乙
烯产能。交通拥堵、集装箱缺乏和效率
低下会破坏从生产到运输的整个供应
链。目前，许多企业跟踪和追溯供应链
的能力依然有限。由于无法清晰了解整
个供应链网络中的库存，导致很难动态
平衡供需，从而造成严重的财务影响。
具有前瞻思维的企业需要审视需求模
式，探索当工厂不靠近原材料产地时的
选项方案。在美国，PE 需求最高的地
区是东北中部和中大西洋各州。创建敏
捷、无缝、永续的供应链有助于主动应
对市场中的变化，优化成本，加快产品
面市速度。通过让供应链实现数字化，
就可以接近实时地使获得所有供应链资
产（包括在途库存）的信息。然后，系
统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根据角色访问权
提供情境化的信息。有了这种全新的数

据访问方式，就可以建立关键绩效指
标以及关联的绩效管理流程。通过整
合分析，企业中以前彼此孤立的各组
织部门和整个供应链就能够利用各种
工具，分享洞察，开展合作。分析可
以快速提供有关消耗的洞察，预测性
分析和增强智能可以帮助改进一些领
域的决策，比如库存管理、供需预
测、配送成本和生产流程等。
增强数字化运营并采用技术创新的企
业，除了实现特定流程的数字自动化
外，还可以提高客户转化率和服务水
平。例如，动态调度可以将实时客户
订单与生 产数据衔接，从而改进订
单调度流程，提高客户合同履约水
平。通过改进的成本指标和易于配
置的逻辑来自动执行复杂的数学计
算，可以使运营得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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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环保可持续性理念

塑料引发了许多生态问题，全球解决与
塑料垃圾相关的环境问题的压力越来越
大。自 1907 年塑料问世以来，全球已
生产了大约 80 亿吨塑料。环境中仍然
存在大约 50 亿吨。 4 几乎三分之二的
塑料产品最后被丢弃掉，在垃圾管理服
务较为完善的地方，这些塑料被运到填
埋场中。而在缺乏垃圾管理服务的地
方，这些塑料可能会渗透到土壤中，或
者流入海洋环境中。5
塑料的生命周期相当复杂，而且分布很
分散，与此同时，PE 行业受到各种环
保法规的约束。该行业必须遵守有关使
用、存储、处理、生成、运输、排放、
丢弃、处置和补救以及接触有害和无害
物质及垃圾的相关法律和法规。聚乙烯
制造工厂还受到国家/地区、州/省以及
地方标准的制约，这些标准用于监管制
造运营对于空气、水资源和土壤质量的
影响。市场压力可能导致出现更多的法
规，从而增加原料和燃料的成本。例

如，一些地区已经实施了对于微珠聚乙
烯、塑料薄膜和塑料袋的禁令。在美
国，虽然不一定会被重复利用，但
8.8% 的固体塑料废弃物得到了回收。6
在欧洲，这个数字是 30%。7 硬质塑料
瓶的机械回收率最高，但是其他包装形
式需要采用不同形式的再生利用方法，
以便生产出更类似于纯净原材料的回收
利用材料。从生物原料来源生产 PE 也
可能有助于环保可持续性，这种来源包
括甘蔗和甜菜。
有 180 亿磅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显
然说明目前的回收工作必须改进。8 肩
负责任的材料供应商需要考虑各种办
法，以便更好地解决环保可持续问题。
创造这种循环经济可以推动创新，开辟
新的业务渠道，优化流程并减少垃圾。9
为客户选择合适的树脂并致力于提高环
保可持续性，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具有
成本效益。

化学塑料回收利用
典型的机械回收方法存在局限性，会
导致大部分的塑料终结于填埋场中，
在这里它们还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才能
分解。不过，开发经济有效的化学回
收方法存在巨大的潜力。化学高分子
聚合物回收依赖于设计解聚合催化剂
以及面向有针对性的用途开发可回收
的聚合物。在开发解聚合催化剂和新
型可回收材料的同时，在回收工厂和
净化过程中所采用的机械分类方法必
须继续改进。然后，将化学解聚合流
程应用于纯净的原料，恢复成珍贵的
单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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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投资

近年来，对化工厂的投资激增，自 2010
年以来首次突破 1800 亿美元的大关。11
去年，多家 PE 制造工厂开始投产，美
国的全球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增加。随着
商品化 PE 市场的竞争和价格压力不断
增大，对于效率和创新的需求也水涨船
高。数字技术、新战略、业务模式和体
验都将成为在这个复杂环境中取得成功
的关键。只有关注客户需求、环保可持
续性和供应链能力的企业，才能够在数
字化业务的未来世界中开拓创新、自信
竞争并取得成功。

在审视新商机时，请思考以下问题：
最大的威胁来自哪里？
关于运营、生产和供应链，最大的
问题是什么？
客户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们的需求
是什么？
从工作场所角度而言，员工在发生怎
样的变化，他们的期望是什么？
运营支出如何与产量、销量和盈利能
力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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