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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友化学 以制造聚丙烯混配料进入土耳其市场
讨在华设第五个据点

并探

住友化学将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聚丙烯（PP）复合材料。该公司除探
讨进入土耳其生产应用于汽车和家电等的 PP 混配料外，还探讨在华设第
五个据点。并在设立办事处的墨西哥和需求不断增长的印度尼西亚探索
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一般用途领域竞争激烈难以展现特色，该公司
还将大力开展拥有优势的玻纤增强聚丙烯（GFPP），以及橡胶和 PP 等的
复合材料——热塑性弹性体材料（TPE）。特别是 GFPP 拥有轻量和高刚
度等多个杰出特点，作为金属替代品，预计全球需求将增加。该公司正
在欧洲、印度和中国积累业绩，并探讨在华建新据点等，目标扩充体制
来满足需求。

三菱化学 完成泰国 MMA 衍生产品翻番
衍生产品翻番
家的树脂板市场

并开拓周边国

三菱化学已完成了对泰国 MMA（甲基丙烯酸甲酯）衍生品的增产投
资。涂料等原料的甲基丙烯酸（MAA）和甲基丙烯酸丁酯（BMA）产能将
分别提高至两倍。由于全球 MMA 的供求平衡依然吃紧，该公司的泰国工
厂仍持续全天运转，通过增产衍生品构建了不易被商业周期所左右的业
务结构。并正式开拓泰国当地工厂生产的另一衍生品——丙烯树脂板的
印度支那等国市场。

DIC 2019 年春季

泰国扩产五成涂料用树脂

DIC 将于 2019 年春在泰国扩大涂料用树脂的生产能力。该公司将引进
用于汽车和家电涂料等的聚酯树脂、以及喷涂用水性聚酯树脂生产装
置，年产能各提升约五成。随着汽车产量开始回升，泰国的树脂需求也
在走高，来自东南亚和西南亚的询价也在增加，所以 DIC 欲扩大供应能
力来满足需求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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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集团 与泰国暹罗水泥集团在工厂节能化等
泰国暹罗水泥集团在工厂节能化等 IoT 方
面进行合作
日立制作所、泰国当地法人日立亚洲公司（泰国）和 SCGCementBuildingMaterials（SCG-CBM）三家公司近日宣布就工厂节能化和物流
业务效率化进行合作。将对利用了日立 IoT（物流网）平台的“Lumada”
进行共同验证，致力于推动实现这一计划。近日三方就合作签署了谅解
备忘录（MOU）。本次，将在位于泰国南部童颂的 SCG-CBM 水泥工厂，利
用 Lumada 的解决核心——“工厂模拟系统”分析产能和生产管理等各种
数据库。通过自动制定工厂整体的最优生产计划，力图削减能源使用
量。

日立造船
单

接受中国污水处理厂的高速纤维过滤装置订

日立造船已接受了中国高速纤维过滤装置“Marimo”订单。由中国
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订货，用于中国广州市污水处理厂。这是
Marimo 的首个面向海外污水处理设施的订单。高速纤维过滤装置 Marimo
是为了去除污水中污浊物的过滤装置。该装置填装了将聚酯纤维进行了
特殊加工的纤维滤材，与以往过滤装置相比速度快，可应对污水和工业
废水的高度处理。这次决定交货的广州市开发区东区水质净化厂的处理
能力为 10 万吨/日，计划 2018 年 12 月完工。

尤尼吉可
边

泰国扩大射出发泡尼龙订单
泰国扩大射出 发泡尼龙订单

用于发动机周
用于 发动机周

尤尼吉可的用于汽车零部件等的射出发泡尼龙的销售量正在增加。
该产品兼具轻量性和良好外观的优点受到好评，日前在泰国获得了来自
大型汽车制造商的订单，用于发动机周边零部件。在发动机车用零部件
的基础之上，电动汽车（EV）零部件和非汽车领域也致力于扩大应用用
途。该公司目标 2021 年把整体销售量较现在增加三倍。此次是射出发泡
尼龙 6“Foamilon”被泰国的日本汽车制造商应用到发动机盖材料中。发
泡树脂可有助于实现汽车零部件的轻量化，但由于易发生成型产品的外
观不良，适用范围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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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 构想乙烷制聚乙烯 以天然气为原料
中石油（CNPC）正在开始构想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乙烷为原料生
产聚乙烯（PE）。该公司欲建设以塔里木盆地丰富的天然气为原料的轻
质 化 原 料 裂 解 装 置 ， 生 产 60 万 吨 乙 烯 ， 并 衍 生 生 产 高 密 度 聚 乙 烯
（HDPE）以及线性低密度聚乙烯（LLDPE）。总投资预计约 100 亿元（约
1600 亿日元）。由于经济性和可实现性还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所以乙
烯的生产成本竞争力或将左右项目的成败。

贺利氏 贵金属循环利用 南京新工厂投产
南京新工厂投产
德国贺利氏将在南京市（江苏省）启动贵金属循环利用工厂的生
产。投资额约 1.2 亿美元（约 132 亿日元）。该公司表示贵金属的原料
回收能力为每年 3000 吨，把当地的贵金属产品的生产能力扩大至三倍。
贺利氏计划至 2020 年把员工人数扩大至 200 人规模。新工厂的七成生产
环节为自动化等，作为在规模和生产效率双方面都傲居世界顶级行列的
工厂，今后将为扩大集团收益贡献力量。

宝理塑料

台湾扩产
台湾扩产 LCP 一条复合材料设备
一条复合材料设备生产线
复合材料设备生产线

宝理塑料欲在台湾强化工程塑料复合材料业务。作为其中一环，该
公司将在大发工厂扩产液晶聚合物（LCP）复合材料装置。由于中国这一
大市场的供应持续紧张状态，所以该公司新增一条生产线来满足市场需
求。新设备将于 2019 年内完工，预计第二年 2020 年初开始商业生产。
以面向市况良好的智能手机摄像头组件等用途为代表，LCP 需求正在以连
接器等电子元件、汽车电装产品、医疗器械等为中心扩大。由于该公司
的复合材料设备持续满负荷生产状态，为满足旺盛的需求，此次在大发
工厂新增一条复合材料设备生产线。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就培育新材料产业签订合作协议
科学院-绍兴市 就培育新材料
新材料产业签订合作协议
中国科学院与浙江省绍兴市的上虞区就新材料产业发展缔结合作协
议。今后将融合双方的见解，为新材料产业合作、产业发展基金、技术
升级建立平台。双方欲推进中科院新材料创新联盟和杭州湾新材料产业
联盟的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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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 国际市况软化 中国管制缓和促使供应增加
稀土市况正在回落。受主产地中国政府环境监察影响，制炼分离工
厂等生产收紧了一段时间，近来管制得到缓和，供应量增加。今年夏季
呈现坚挺的钕等也悄悄转为走下坡路。中国今年矿石采掘总量控制指标
较上一年增加 14%。由于发生了中美贸易摩擦，并伴随对美出口的关税壁
垒和澳洲增产观望，稀土行情有下滑的可能性。

JPGMEC 与俄罗斯诺瓦泰克
俄罗斯诺瓦泰克签订合作备忘录
诺瓦泰克签订合作备忘录
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机构（JOGMEC）与俄罗斯最大民营天然
生产销售公司诺瓦泰克缔结了合作备忘录（MOU），JOGMEC 对诺瓦泰克在
北极圈等地开展的天然气上游开发和液化业务进行支援。双方今后将经
由北冰洋向日本输送液化天然气（LNG），并在亚太地区深化市场营销合
作。

MEC 中国常熟建新工厂
增至三倍

从苏州转出基板用
苏州转出基板用药剂
基板用药剂

产能

MEC 公布决定将在中国成立新公司，以强化电子基板、零部件制造用
药剂的生产力。新公司计划于 2019 年 11 月在江苏省常熟市的新材料产
业园成立，工厂建设目标 2021 年 10 月投产。出于发展目的，该公司会
关闭江苏省苏州市的子公司，计划把新公司作为覆盖华北、华东地区的
新生产基地，年产能扩大至 2 万吨。新公司名称将定为“美格特殊化学
（常熟）有限公司”，计划由 MEC 独资出资，资本金为 18 亿日元。生产
能力将从原有公司的 7600 吨年产能扩大至约 3 倍。原有公司会在职能转
移后关闭。

日本华尔
日本华尔卡 在华生产半导体装置用密封材料
在华生产半导体装置用密封材料 并在日
韩追加增产
日本华尔卡工业将加强半导体制造装置用密封材料业务。近日，该
公司在中国新建生产据点，开始在半导体产业急速发展的中国国内供应
产品。另外，从去年开始还扩大日韩生产据点产能，2019 年 3 月期也计
划追加增产。该公司的半导体制造装置用密封材料握有全球顶级市场份
额，在从本季度开始的三年中期经营计划中，将该材料定位为面向成长
型市场的战略产品。通过集中投放经营资源，目标 2021 年 3 月期的销售
额达到 190 亿日元（2018 年 3 月期是 151 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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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田药品 通过收购希尔制药扩大研发的重点领域
视中国市场

重

武 田 药 品 工 业 于 9 月 27 日 举 行 了 公 布 研 发 进 展 的 “ R ＆
DInvestorDay（东京）”。就与 10 年前相比产品组合的扩大，美国希尔
制药收购手续完成后重点领域将从以往的“3＋1”变为“4＋2”等进行了
介绍。还提出在开发方面将采取重视中国市场的方针。并说明以往武田
药业是“没有聚焦重点领域，中心是低分子，志在国内市场”，但现在
已实现了变革。除了将焦点集中于癌症、消化器官和中枢神经的三个领
域外，还强调组织已“转变了观念模式”。

日立造船
年完工

接受中国杭州的大型焚烧炉订单

目标 2021

日立造船于 9 月 27 日宣布接受了中国杭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大型成套
设备的设施工程订单。斯托克式焚烧炉的处理能力为 5220 吨/日（日处
理量 870 吨的焚烧炉×六台），这是该公司面向中国的第 19 个项目，预
计 2021 年完工。该设备的维修业务由杭州临江环境能源有限公司实施，
日立造船将交付垃圾焚烧发电大型成套设备相关的主要机器，并进行安
装和试运行时的技术指导服务业务。日立造船集团的垃圾焚烧发电成套
设备以亚洲和欧洲地区为中心，拥有超过 900 座的全球顶尖业绩。特别
是在中国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背景下，垃圾产生量正急速增长，大型
焚烧炉的市场正不断扩大。

细川密克朗 曼谷设驻在事务所
细川密克朗于 9 月 26 日公布，将在泰国曼谷市内设置驻在事务所，
自 10 月 1 日起将以一名日本人和一名当地员工启动业务。该公司提出要
在东南亚地区强化品牌，并就扩大具有高竞争力的装置和应用进行市场
调查，还计划几年内成立泰国当地法人。该公司以化学、树脂、食品等
领域为中心在东南亚地区开展业务。其中泰国客户企业较多，周边地区
和工业方面的增长也备受期待，所以细川密克朗把该地区定位为装备销
售、售后服务的成长战略重要市场。

康宁 中国福州大
中国福州大学开设认证
福州大学开设认证实验室
学开设认证实验室
康宁在福州大学石油和化学工程学院（福建省）开设了认定实验室
——“Corning Advanced-Flow Reactor（AFR）”。据康宁表示，这是
其在中国的第四处实验室，但开设在大学中尚属首次。实验室中将使用
AFR 技术，为客户提供连续流反应演示和试验级别的试运行、可行性实
验、化学反应工艺过程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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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Ketjen 增产加氢处理催化剂 深耕东南亚市场
日本 Ketjen（东京都港区、大场浩正社长）将扩产加氢精制（HPC）
催化剂，该产品可除去石脑油和煤油、轻油、重油中含有的硫磺等不纯
物质。随着汽车的普及，东南亚的炼油能力不断扩大，该催化剂的销售
量在不断走高。预计今后市场将会继续扩大，排放管制也会得到加强，
该公司决定通过解除生产线的瓶颈，到 2020 年左右把生产能力提高两
成。日本 Ketjen 希望通过强化供应体制，获取包括未开拓的马来西亚、
越南在内的亚太地区旺盛需求。

丙烯酸酯

亚洲上涨基调 需求坚挺致原料持续高价

丙烯酸酯的亚洲市况持续呈上涨基调。全球平均需求以 4%左右的速
度增长，而另外一边，由于供给并未大幅增加，供需呈现紧张，价格被
推至高处。原料丙烯酸居高不下，成为了强势原料。丙烯酸酯中使用最
多的丙烯酸丁酯（BA）以及用量仅次于 BA 的丙烯酸-2-乙基己酯目前的
价格为每吨 1500 美元上下，较四月份上涨了 100 美元左右。

中 兴 化成
家为对象

泰国扩产氟树脂产品

以 地方地区
地方 地区、
地区 、 周边国

中兴化成工业将在泰国扩大氟树脂产品。2011 年设置了驻在事务所
与 2014 年成立的当地法人携手合作，对泰国的地方地区以及周边国家等
进行市场调查，强化销售。特别是，该公司加强面向氟树脂产品还未渗
透的泰国地方企业进行销售，并积极参展展会，现销量虽还较少但已创
造出了销售业绩。从大客户较多的曼谷近郊到东部工业地带，中兴化成
工业将发挥其出货和技术服务的应对能力，在努力提升品牌力的同时，
扩大产品销售。

TAISHO TECHNOS
置生产工厂

开拓食
开拓食品材料的东南亚市场
品材料的东南亚市场

考虑设

TAISHO TECHNOS 将积极开展海外市场，推进色素、琼脂等食品相关
材料的出口。除了台湾和香港之外，该公司还与母公司三精制糖等合作
开拓泰国等 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市场。之后，还考虑在当地销售和
当地生产，目标未来设置海外生产基地。通过采取这些措施，TAISHO
TECHNOS 在满足食品相关原料需求的同时，也强化生产商职能，助力扩大
业务容量。

Page 6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Copyright ©2008 化学工業日報 All Rights Reserved.

旭化成 中国地产地销中空纤维过滤膜
中国地产地销中空纤维过滤膜 增设组件设备
旭化成将完善起符合中国本土需求的水处理用中空纤维过滤膜
“microza”的业务体制，满足高增长率的一般水处理需求，推进地产地
销。该产品一直以来在富士分公司（静冈县富士市）生产，为了能够在
当地生产，该公司将于今年下半财年引进组件组装的新设备。受环保管
制加强的影响，河川水质改善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下水循环利用等
问题解决也将带来商机。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与平煤神马等合作 研究新能
源、新材料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河南科源产业投资基金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三家公司旨在煤化
工、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领域共同开发技术，实现成果产业化
等。科源产业基金将发挥资本力量从资金方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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