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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十一五”时期，我国化纤工业持续快速发展，综合竞争

力明显提高，全面完成了规划的各项目标任务，有力推动和支

撑了纺织工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在世界化纤产业中的地位与

作用进一步提升。

“十二五”时期，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世界化纤产业格

局进一步调整，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市场需求多样化更加明显。

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持续发展，

经济结构转型加快，战略新兴产业加速推进，化纤工业发展面

临更多机遇，但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任务仍十分艰巨。根据《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工业转型升级规

划（2011—2015 年 ）》的总体要求，“十二五”时期，化纤工业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推动科技进步，强化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促进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基本实现化纤强国的战略目标。为此，我们编制

了《化纤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本规划是未来五年化纤工

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和实现化纤强国目标的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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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一五”发展取得的成就

（一）（一）（一）（一）行业持续快速发展

2010 年，规模以上化纤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约4950 亿元，

比 2005 年增长 89.8%，年均增长 13.7%；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约 12%；化纤产能达到 3450 万吨，比 2005 年增长 76.9%，年均

增长 12.1%；化纤产量 3090 万吨，比 2005 年增长 85.6%，年均

增长 13.2%；化纤在纺织纤维加工量的比重由 2005 年的 63.4%

提高到 2010 年的 70.0%，棉纺使用化纤量由 2005 年的 556 万吨

提高到 2010 年的 1060 万吨，增加了 90.6%；化纤产量占全球比

重已超过 60%，比 2005 年提高近 20 个百分点，化纤及其制品已

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配套基础，国际市场竞争优势明显。

（二）（二）（二）（二）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2010 年，化纤产能达 20 万吨/年及

以上生产规模的企业达到 33 家，比 2005 年增加 11 家，合计产

能占全行业 49.0%，提高了 8.1 个百分点。产业链结构进一步优

化，龙头企业上下游自主配套能力增强，化纤原料自给率有所

提高，特别是对苯二甲酸自给率由 2005 年的 46%提高到 2010

年的 68%。化纤产品品种更加丰富，质量和附加值持续提高，国

际竞争能力明显增强，吸湿排汗、阻燃、抗菌、高强高模等差

别化纤维迅速发展，2010 年化纤产品差别化率达到 46%，比 2005

年提高了 1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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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高新技术纤维产业化取得突破性进展

碳纤维、芳纶、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聚苯硫醚、玄武岩纤

维等高性能纤维的自主化技术及产业化生产取得一定突破，相

关的工艺技术、配套装备、产品应用、标准法规等也取得较好

进展，高性能纤维产业实现了初具规模、初上水平，并可部分

替代进口，初步满足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急需。新溶剂法纺丝

再生纤维素纤维、聚乳酸（PLA）纤维、多类蛋白纤维、多糖纤

维等生物质纤维也取得明显突破。

（四）（四）（四）（四）行业技术进步成效显著

我国已具备化纤主要品种的技术开发、工程设计和成套装

备集成创新能力。以大型精对苯二甲酸、聚酯涤纶、粘胶短纤、

锦纶聚合等为代表的自主化技术及成套装备已居国际先进水

平，与“十五”相比，聚酯单线产能扩大了 1 倍，单位产能投

资下降 20-30%，运行成本明显下降。“十一五”期间，化纤行业

共取得 21 项重大技术和发明成果，其中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 1 项，二等奖 12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8 项。行业全员劳

动生产率由2005年的 11.4万元/人提高到2010年的 20.1万元

/人，增长 76.3%。化纤标准化工作进一步推进，“十一五”期间

共制修订 28 项国家标准和 67 项行业标准，并在国际标准化组

织化纤标准工作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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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节能减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十一五”期间，化纤行业共淘汰落后产能 300 多万吨，

到 2010 年，聚酯涤纶行业国际先进水平的装备比重达到 75%，

为行业节能减排工作提供了保障。与2005 年相比，化纤吨纤维

综合能耗下降 30.4%，聚酯聚合、粘胶短纤、锦纶聚合、锦纶长

丝能耗水平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吨化学纤维取水量下降

25.7%，废水排放量下降 25%，COD 排放量下降 20%，SO2 排放量

下降 25%；粘胶行业水重复利用水平平均提高 20 个百分点；聚

酯行业水重复利用率已达 95%以上。

二、“十二五”化纤工业面临的形势

（一）（一）（一）（一）市场需求仍有一定的增长空间

“十二五”期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在国际纺

织品服装市场需求继续保持增长趋势的带动下，化纤工业作为

纺织品服装的原料产业也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我国化纤及其

制品凭借较为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国际市场还有继续扩大的

空间。同时，随着国内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和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进程的加快推进，也将直接拉动化纤产品消费的增加。

“十二五”期间，我国纺织纤维加工量将增加 1000 万吨以

上，但受土地资源所限，粮棉争地、城乡争地矛盾日渐突出，

棉花等天然纤维难以满足纺织工业发展需要，纤维消费量增长

仍将主要依靠化纤的增长来支撑，化纤仍将是“十二五”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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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最主要的原料保障。

差别化纤维的快速发展，以及个性化消费的新时尚，将使

化纤在服装、家纺领域的应用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纤维新

材料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化纤行业未来

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也是行业发展新的增长点，同时，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发展将进一步扩大纺织产品在交通、新能源、医疗

卫生、安全防护、环境保护、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应用，市场需

求的扩大为高性能纤维的开发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二）（二）（二）（二）新科技革命加快行业技术进步

现代材料科学、精密制造、信息、纳米和生化等技术的快

速发展，为改造和提升传统化纤工艺、装备和自动化控制水平

等提供了技术支撑。特别是生物质纤维及生化原料等技术的发

展，可有效解决化石资源不足，是实现化纤行业可持续发展的

途径之一。

各类纤维材料高新技术的突破及推广应用不断加速，成为

新时期化纤工业发展的主要趋势。科学发展和新技术的不断突

破正改变着化学纤维的性能及形态，使化纤行业跳出传统的纺

织、服装领域，耐高温、耐腐蚀、高强度等高性能合成材料迅

速发展，在生命科学、航空航天、电子、医疗卫生等更广泛的

产业领域得到应用。以生物质工程技术为核心的绿色生态纤维

及材料的发展速度加快，也将成为引领化纤工业发展的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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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各类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为化纤工业的

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随着我国化纤工业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发达国家部分

具有优势的产业和环节，如先进技术和机械、新产品研发和应

用等环节将继续向化纤生产地区转移。而我国长期以来在技术

引进、消化吸收和原始创新等方面的积累，为化纤行业承接国

际先进技术转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发达国家先进化纤技术向

我国转移或与我合作开发的趋势明显，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化纤

工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三）（三）（三）（三）世界化纤工业格局继续调整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化纤产业发展格局将进一步调

整，我国化纤工业经过不断发展壮大，化纤企业国际化水平不

断提高，在新的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格局下，我国化纤工

业将有条件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高层次上参

与国际竞争，并进一步提升在国际化纤产业发展进程中的话语

权，更好地推动化纤工业逐步向产业价值链高端转变。但世界

贸易环境也将愈加严峻，化纤及其制品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关

注点，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以及印度、土耳其等国频繁对

我国化纤及其制品的出口采取反倾销、特保等贸易救济措施，

加上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碳排放等新的贸易保护形式的运用，

都将影响我国化纤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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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资源和环境约束带来更大挑战

化纤原料进口依存度长期居高不下，原料资源制约是化纤

工业发展的主要矛盾。2010 年化纤原料的整体进口依存度为

41%，主要集中在三大品种，即乙二醇进口依存度72.4%，己内

酰胺为 56.3%，人纤木浆为 95.0%。

我国化纤工业集中在东部地区，随着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加快推进，东部地区化纤工业进一步发展受到土地、

生态环境的制约加剧，化纤行业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特别

是粘胶纤维行业中的二硫化碳、硫化氢等废气治理的压力尤其

突出。

（五）（五）（五）（五）行业内部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依然突出

我国化纤工业经历了持续快速增长，但主要还是常规品种

的同质性增长，行业内部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影响化纤工业

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是常规产品的同质化产能发展过快，高新

技术纤维开发与产业化发展不足；二是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化

纤行业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低于 1%；技术创新体系仍未

形成，研发力量分散，跨学科融合不足，特别是产、学、研、

用脱节较为严重；大部分高性能纤维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装

备还有待突破；三是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大集团；

四是产品应用领域还基本以服装用、家纺用为主，产业用纤维

比例偏低，同时大多数化纤企业还是以生产型为主，品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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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强，对终端消费引导和服务能力较弱，市场营销手段相对单

一，尚未建立起国际化、现代化营销体系。

我国化纤工业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

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抓住机遇加快转

变增长方式，促进转型升级，实现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

有机统一，协调和谐发展。

三、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一）（一）（一）（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

展观统揽行业发展全局，以加快转变化纤工业发展方式为主线，

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主攻方向，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出发点，

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强化采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化纤产业，

大力推进高性能纤维、生物质纤维及生化原料的研发和产业化，

积极促进废旧纤维制品回收利用，推动行业节能减排、环境友

好和循环经济的发展，加强产业链协调发展与国际化合作，全

面提高化纤工业的综合竞争力。

（二）（二）（二）（二）发展目标

1．行业总量稳定增长

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要以及产业用纺织品和纤

维新材料产业不断增长的需求，到2015 年，化纤产能达到 4600

万吨，产量 4100 万吨，化纤占纺织纤维加工总量比例达到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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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化纤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8%。

2．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提高差别化纤维品种比重，满足差异化、个性化需求。到

2015 年，化纤差别化率提高到 60%以上；高档面料及制品用化

纤自给率达到 85%；产业用化纤比例达 29%；以弥补棉花不足为

主要目标的高仿真、超仿真纤维占化纤总产量的15%。

3．高性能纤维产业化能力明显提升

芳纶 1313、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连续玄武岩纤维等产品性

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碳纤维、聚苯硫醚、高强高模聚乙烯醇

纤维等产业化生产及应用实现更大突破，产品性能接近国际先

进水平；芳纶 1414、聚酰亚胺、聚四氟乙烯等纤维完成中试技

术的开发和生产，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到2015 年，国内高性能

纤维总产能达到 16 万吨左右，高性能纤维行业总体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4．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增强

加快生物质纤维的研发和产业化，进一步提高清洁生产、

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建立起化纤工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到2015

年，废旧聚酯产品、化纤面料服装等回收利用规模达到 700 万

吨，能源合同管理覆盖率超过 20%，清洁生产审核覆盖率超过

30%，加强干法腈纶、粘胶纤维等生产过程中的废气排放治理，

确保达到国家相关排放要求。企业碳足迹认证研究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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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集团

到2015年，行业内年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的大企业集团50

家，其中，超过 100 亿元的大企业集团 20 家，突破 500 亿元的

大企业集团 5 家，综合实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抗风险能力明

显提高。

专栏 1：“十二五”时期化纤工业发展的主要指标

类

别
指 标 2010 年 2015 年

年均增长

(%)

累计提高

或下降

工

业

增

长

化纤产能（万吨） 3450 4600 5.9

化纤产量（万吨） 3090 4100 5.8

化纤加工量（万吨） 2987 3900 5.5

化纤占纺织纤维加工总量（%） 70 76 [6]

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8

结

构

调

整

化纤原料自给率（%） 59 70 [11]

化纤差别化率（%） 46 60 [14]

高档面料及制品原料自给率（%） 70 85 [15]

高性能纤维产能（万吨） 5.5 16 23.8

生物质纤维产能（万吨） 0.6 20 100

技

术

进

步

研发投入比例（%） 1 1.5 [0.5]

劳动生产率（万元/人·年） 20.1 32.3 10

新产品产值比重（%） 14 20 [6]

可

持

续

发

展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15]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 [20]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 [10]

其中：COD 排放总量下降（%） [12]

SO2 排放总量下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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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带[ ]的为五年累计提高或下降百分点

2、工业增长、技术进步各项指标为规模以上企业指标

3、可持续发展各项指标为约束性指标

四、主要任务

（一）（一）（一）（一）大力促进常规产品优质化，提升产品附加值

采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化纤工艺、装备及生产

自动化控制水平，重点解决生产装备的柔性化、常规产品的优

质化，实现聚酯涤纶、粘胶、锦纶、氨纶等大型成套装备的多

样化、高效化生产。积极推广原液着色纺丝技术。加强化纤与

下游应用的联合开发，加快发展高仿真、功能性、多功能复合

等差别化纤维，并向智能化方向发展，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

专栏 2：加快发展差别化纤维

涤纶行业：加快多功能复合差别化纤维和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PTT）、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T）、聚萘二甲酸乙二醇酯（PEN）、多元醇聚酯等新

型聚酯纤维及非纤领域合成新材料技术一体化研发；加快超细纤维、微细旦纤

维、新一代海岛短纤及制品开发；加快高吸水、高吸湿透湿纤维、抗起毛起球

等高仿棉纤维开发；加快高阻燃、抗熔滴、高导湿、抗静电、导电、抗菌防臭、

防辐射等单一功能或多功能复合纤维开发；加快各类医疗用纤维、建筑用增强

纤维、高强高模低缩等纤维开发；加快再利用涤纶纤维品种开发，提升再利用

纤维性能。

纤维素纤维行业：加快非织造用、阻燃、高湿模量、着色、异型等新型粘

胶产品开发和应用；加快发展竹浆、麻浆等纤维新品种。

锦纶行业：加快细旦、超细旦、吸湿排汗、抗菌、防臭等品种开发；加快

发展地毯丝、工程塑料等非服装用切片及纤维产品，扩大应用领域。

腈纶行业：加快发展高收缩、高吸水、抗菌、阻燃、耐高温及复合等纤维。

丙纶行业：加快发展细旦化、功能化和高强度聚丙烯纤维。

氨纶行业：加快发展细旦、超细旦、异型等差别化品种，以及抗紫外、耐

氯等功能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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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努力提升高性能纤维产业化水平

注重高性能纤维行业创新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通过整合

基础研究、工程化配套以及应用研究等资源，建设产、学、研、

用创新平台和产业联盟平台，提升产业化水平，增强行业创新

实力。组织实施高性能纤维产业化专项工程，以低成本、系列

化、高质量为目标，加速实现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的产业

化，提高原辅材料和装备配套能力，高性能纤维生产技术跨入

世界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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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促进高性能纤维产业化

（三）（三）（三）（三）有力推进生物质纤维及其原料的开发

在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以及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充分

利用农作物废弃物、竹、麻、速生林及海洋生物资源等，开发

PAN 基碳纤维（PAN-CF）：重点发展高质量碳纤维原丝研发和生产，并形成

原丝—预氧丝—碳纤—预浸布及复合材料的产业链。重点提升 T-300、T-400

级产品工艺装备水平和单线产能，稳定生产，提升质量，实现产品优质化、系

列化、低成本，同时强化应用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加大 T-700、T-800、M-40

等技术攻关，实现产业化生产。形成年产 20000 吨碳纤维产业化总产能。

芳香族聚酰胺纤维（芳纶）：加强对位芳纶（1414）纤维基础研发并突破

中试，形成产业化。优化间位芳纶（1313）纤维工艺，降低成本，重点加强下

游蜂窝结构、防护服、绝缘纸等应用研发及市场开拓。形成年产 15000 吨的芳

纶纤维总产能。

聚苯硫醚纤维（PPS）：加强基础工艺装备研发，强化下游应用开发与产业

化。形成年产 20000 吨级以上产业化规模。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UHMWPE）：优化现有工艺技术，提升产品质量；

突破十氢萘工艺技术产业化；强化应用技术开发与推广。形成年产 20000 吨的

产业化产能。

聚酰亚胺纤维（PI）：突破耐高温聚酰亚胺纤维中试，实现 1000 吨级产业

化生产；加强高强高模聚酰亚胺纤维基础研发和中试突破，力争达到 1000 吨

级产业化。同时，强化下游应用开发与产业化。形成年产 3000 吨的纤维总产

能。

玄武岩纤维(CBF)：加强多孔化拉丝漏板高温变形的控制技术攻关，突破

玄武岩熔体的析晶控制技术，提升产品质量性能，加强下游制品应用研发和产

业化生产。形成年产 6000-10000 吨的产业化规模。

高强高模聚乙烯醇纤维（PVA）：优化现有工艺技术，提升产品综合性能，

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加快工业化生产及下游应用开发。形成年产

60000-80000 吨的产业化规模。



14

替代石油资源的新型生物质纤维材料，突破纤维材料绿色加工

新工艺和装备集成化技术，实现产业化生产。加强非粮作物生

物质纤维及原料的生化转化机理、熔融纺制纤维素衍生物纤维

工程技术、可再生高分子纤维材料成型机理及制备新技术、生

物聚酯的熔融纺丝关键技术、离子液体溶剂法再生纤维素纤维

关键技术与工程、海洋生物高分子高效纺丝技术及其高性能化

等的研究。同时在生物质纤维及其原料的开发过程中要关注对

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专栏 4：推进生物质纤维及其原料产业化

聚乳酸纤维材料（PLA）：借鉴国内外最新聚合、纺丝及多领域应用技术，

实现产业化突破，形成万吨级产业化规模。大力推进非粮作物原料的开发利用 。

溶剂法纤维素纤维：加快新型溶剂法纤维素纤维的技术研发(包括纤维生

产及控制工艺、溶剂制备及回收等技术及装备），加快产品应用研发。形成年

产 3万吨产业化产能。

生化法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纤维（PTT）：突破生化法 PTT 聚酯及纤维产

业化成套装备、工程化技术及其制品生产技术，形成年产 12-15 万吨产业化产

能。

生物法多元醇：以生物法 1,3 丙二醇（PDO）、乙二醇、1,4 丁二醇（BDO）

等为重点，实现产业化突破，形成多元醇的规模化、产业化生产和应用。

多类蛋白纤维：加强对植物蛋白、牛奶蛋白、角蛋白等多类蛋白纤维的技

术研发，提高水平，开拓应用，形成产业化生产能力。

再生多糖纤维：加快壳聚糖纤维、海藻纤维的中试突破，加强下游应用开

发，分别实现 1000 吨级纤维产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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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积极推动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

加强行业低碳技术经济研究。加快节能减排新技术、新装

备的产业化研发和应用，推广棉浆粕黑液治理和废旧瓶片清洗

废水回用等技术，加大对粘胶废水和废气治理、回收等技术应

用与设施建设的力度。强化由终端治理向过程监控、清洁生产

技术的转变，推进粘胶、再利用纤维的清洁生产。适时修订粘

胶纤维行业准入条件。加快淘汰和替代高能耗、高污染、低效

率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以及壬基酚等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生

产和使用，“十二五”期间淘汰落后产能 150 万吨。加快对氨

纶、腈纶工业的生产工艺改造，推广使用DMAC 等新型溶剂。积

极推动行业能源合同管理、清洁生产审核、企业碳足迹认证研

究等工作。

大力推动资源的循环利用。鼓励和规范再利用纤维行业发

展，重点强化废旧聚酯、废丝、废旧化纤制品等回用技术以及

产品和成套装备的集成升级与推广使用。加强废物资源化过程

中的污染控制和环境风险研究。组织制定纺织制品回收再利用

的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和技术路线图，推动化纤尤其是纯涤纶面

料和服装的回收利用技术产业化。加快生物质可再生、可降解

原料研发，积极推进清洁生产，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减少污染

物排放量，建立化纤工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引导社会绿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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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推动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

（五）（五）（五）（五）加快提高重点技术与装备自主化和工程化水平

加强集成创新，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实用技术，

突破重大技术装备研制、重点工程设计、关键装备技术，提高

工程公司研发能力和工程化建设能力，增强技术服务能力和水

平，注重节能、高效和环保型化纤及其原料装备的开发与应用。

着重加快差别化纤维、高新技术纤维等核心技术、配套装备和

关键部件的产业化攻关开发，强化工艺软件和装备的一体化研

究，促进高新技术纤维及其原料等产业的发展。

重点推广的节能减排技术：棉浆粕低温绿色制备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工

程化；棉浆粕黑液、粘胶废水、废气治理、回收工程与技术；大型聚酯聚合装

置乙醛回收利用技术；低耗、低污染的着色纤维技术；大型尼龙聚合装置己内

酰胺回收利用技术。热电厂余热综合利用技术；低温短流程连续聚酯聚合成套

技术；聚酯聚合、固相增粘装置尾气气提焚烧技术；化纤废水渗透膜、反渗透

膜处理技术；低氧 MBR 厌氧氨氧化脱氮新技术；新型绿色催化剂开发应用技术

等。

废旧聚酯再生饮料瓶片生产技术：形成年产 10-15 万吨产业化产能，并形

成废旧聚酯—再生瓶片—再生瓶片制瓶的产业链，重点引导绿色消费、推广国

内市场使用。

废旧聚酯再生纤维：优化提升现有工艺、成套装备水平，重点发展再生涤

纶长丝、工业丝和中高强涤纶短纤维，实现年产 600 万吨的再生利用规模，其

中 100 万吨的产品品质基本达到原生纤维水平。

废旧化纤纺织制品回收利用技术：引进或自主研发工艺技术装备，解决废

旧化纤纺织制品的回收再利用。形成年产 100 万吨的再生利用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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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加快化纤重大技术与装备开发和应用

（六）（六）（六）（六）转变行业发展方式，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转变行业发展方式。重点推动企业重组整合，鼓励企业做

强做大，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推动有

实力的化纤企业“走出去”，到具有资源、能源优势和市场空间

的国家和地区发展，提高原料保障能力，开拓国际市场，形成

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支持和鼓励企业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

并购重组和上市融资等方式，发展成为股份多元化公司或公众

公司，健全规范化、现代化企业管理体制。鼓励优势企业向上

加快年产百万吨及以上新型对苯二甲酸、大型聚酯液相增粘、万吨纤维级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T）、日产 200 吨以上锦纶聚合等技术与装备的研发

提升，并重点推广应用。

加快浆纤一体化和年产 8万吨粘胶短纤成套技术与装备、新型制浆工艺技

术、直纺熔体添加系统、柔性化/短流程/低能耗的新型涤纶长丝关键设备、涤

纶工业丝先进装备、锦纶超细旦全牵伸丝装备等重点技术装备的开发进程。

加快碳纤维、芳纶 1414 等高新技术纤维核心技术、配套装备和关键部件的

产业化攻关开发，强化工艺软件和装备的一体化研究，全面提高工程化应用、

质量稳定性、产品性能水平以及关键装备的制造水平和配套能力。

加快差别化纤维生产工艺及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产业化，以及新型催化

剂、高新技术纤维专用油剂、助剂等辅料的研发和应用，工业丝用高速热辊与

卷绕头等关键设备部件的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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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整合资源，建设大型化纤原料基地。鼓励企业向下游延伸，

强化产业链协调发展，以市场需求引导产品开发，提高下游产

品的附加值，不断提升产业链的整体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强化企业基础管理。大力促进企业诚信体系、社会责任体

系、质量体系、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培育以技术、质量、服务

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国内外市场影响力

的化纤品牌，不断拓展国际市场份额。加强“两化融合”，着力

提升行业信息化水平，着重加强管理和流通的现代化、信息化，

加强信息发布和市场交易平台建设，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培养一线技术工人队伍和高级技术研发人

才、重视高端管理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增强化纤工业发展的人

才保障能力。

（七）（七）（七）（七）继续优化产业区域布局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挥产业链配套和产业集聚作用，实

现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东中西部优势互补的区域布局。东部地

区发挥化纤人才、技术及市场辐射的优势，着重加强研发创新，

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及高新技术纤维，提高核心竞争力；中

西部及东北地区结合当地石油化工、农林等资源，承接东部化

纤产业的转移，发展特色产业，依托优势企业，重点发展高新

技术纤维。

发挥各地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充分利用当地原料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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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空间，与产业转移相结合，积极培育化纤特色产业集群，

与纺织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等协调发展，优化化纤工业的区域

布局。努力提高产业集群的污染集中治理和资源循环利用能力，

加快建设相关公共服务体系、产品专业市场，提高专业配套服

务能力。

五、政策措施

（一）（一）（一）（一）加强产业政策指导

加强化纤及其各分行业的发展规划研究，与《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进口技术和产

品目录》及《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加工贸易禁止类商

品目录》等国家相关产业目录做好衔接，组织制修订行业市场

准入条件，引导行业健康发展；适时增列化纤新产品关税税目，

适时适度调整化纤及其原料进口关税税率；研究完善高污染企

业和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和保障措施，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

（二）（二）（二）（二）支持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加大科技投入，推动产学研用结合，解决当前制约行业发

展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及其重大装备、关键设备等；支持企

业加快自主创新，强化研发能力，推动行业技术进步；支持企

业进行技术改造，提升存量资产质量，加快产业升级步伐；支

持化纤企业与上下游企业、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工程公司等

结成产业创新联盟，建设行业公用研发平台，合作开发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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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和研发与推广应用技术，不断提升产业链的整体创新能

力和竞争能力。

（三）（三）（三）（三）提高原料保障能力

加快原料建设，国内重点发展己内酰胺、人纤木桨及生物

质原料等项目，结合国家输油管道及大型炼化项目建设，适度

发展对二甲苯、对苯二甲酸、乙二醇等原料，形成一批大型原

料基地。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海外投资化纤及其原料项目，重

点投资对二甲苯、乙二醇、己内酰胺、人纤木桨以及森林资源

等项目，缓解国内化纤主要原料短缺的矛盾。

（四）（四）（四）（四）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加强协调，理顺产业链产品关税关系；促进对苯二甲酸、

棉花等相关期货市场、电子撮合平台等的发展和完善；鼓励企

业利用原油、对苯二甲酸及其他相关期货市场、电子撮合平台

等多种手段进行套期保值，规避市场风险，稳定化纤原料市场。

贯彻《反垄断法》和制止低价倾销的相关规定，维护化纤产品

市场秩序。

（五）（五）（五）（五）加强化纤行业标准化工作

加快理顺标准管理体制，支持标准化工作机构建设，充分

发挥国际化纤标准工作组召集人作用。加快制订和完善化纤标

准，加快开展高新技术纤维、差别化纤维等的标准化工作；开

展涉及安全、环保、强制性标准等的制定工作；制定和推广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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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制品回收再利用标准。积极开展全球绿色法规、技术壁垒和

市场准入等技术研究，提升标准化工作为行业发展服务的能力。

（六）（六）（六）（六）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跟踪行业运行情况，及时反映企业诉求；加强行业自律，

规范加工贸易等，维护市场秩序；强化化纤行业投资预警系统

的正面引导作用，避免无序扩张及恶性竞争；不断完善“产业

安全预警体系”，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切实维护行业利益；

加强化纤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引导和支持化纤及其相关产业集

约式、集群化发展；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化纤行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

六、规划组织实施

工业和信息化部统筹负责本规划的组织实施。加强对规划

组织实施中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探索有效的

协调机制。加强规划宣传，增强社会各方面实施规划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加强对规划的动态评估，对规划实施的阶段成果进

行监测，及时掌握实施进度和存在的问题，适时对规划内容进

行调整，促进规划目标如期实现。

各地区按照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结合当地

实际抓紧制定落实方案。相关行业协会及中介组织要充分发挥

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参与相关工作，协同推动本规划的贯彻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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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名词解释

差别化纤维—指有别于普通常规性能的化学纤维，即通过采用

化学或物理等手段后，其结构、形态等特性发生

改变，从而具有了某种或多种特殊功能的化学纤

维。主要包括阳离子高收缩纤维、异型纤维、双

组分低熔点纤维、复合超细纤维、高吸湿透湿纤

维、抗起毛起球、有色纤维、光导纤维、活性炭

纤维、离子交换纤维、超细纤维片材、纳米纤维

以及高阻燃、抗熔滴、高导湿、抗静电、导电、

抗菌防臭、防辐射等多功能复合纤维。

高性能纤维—又称特种纤维。按性能可分为高强高模纤维、耐

高温纤维、抗燃纤维、耐强腐蚀纤维，主要包括

碳纤维、芳纶、高强高模聚乙烯、聚苯硫醚、玄

武岩等。

生物质纤维—是指以生物质资源为原料，以生化方法生产的合

成纤维。主要包括新溶剂法纤维素纤维

（Lyocell）、聚乳酸纤维、生化法 PTT 纤维、多

类蛋白纤维等。

高新技术纤维—包括高性能纤维及生物质纤维。

再利用纤维—指废旧聚合物和废旧纺织材料经回收后加工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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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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