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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为建设石油和化工强国不懈努力 

——在 2021 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 500 强发布会上的讲话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名誉会长 王述纲 

（2021 年 11 月 29 日） 

 

尊敬的李寿生会长、方铁林市长，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代表、

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为适应新冠疫情防控的要求，“2021 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

500强发布会暨双循环新格局下石油和化工大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高峰论坛”及大连市石化产业招商推介会采用视频会议的形式举

办。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化工企业管

理协会和大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化工管理》杂志社和大连

市经合办共同承办。对于石油和化工企业了解大连，助力化工

行业与大连经济的融合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必将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预见，这次会议必将是一次化工大

企业的盛会，是一次合作、交流和发展的大会。 

会议得到了石油和化工企业、有关化工行业协会和新闻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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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力支持。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顾秀莲副委员长专此发来贺

信，大连市政府方铁林市长向大会致辞。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向

莅临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嘉宾们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会议共同见证了 2021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 500 强、分行业

百强、上市公司 500强等榜单的揭晓。刚才，大会宣读了顾秀莲

副委员长的贺信，她充分肯定石油和化工 500 强发布活动的重要

意义，并对化工企业和化工企业家提出了殷切希望；李寿生会长

发表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 500 强企业一年来的发展壮大，深

入分析了“十三五”期间行业发展的全新变化和行业管理创新能

力的现状与差距，由此提出面向未来的战略管理，希望在新发展

阶段化工大企业要认认真真的抓好三件大事。我们要认真贯彻落

实。下面，我代表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做主旨报告，主要讲三

个方面的问题。 

 

一、一年来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 500 强发展的基本情况 

2020 年，我国石油和化工 500 强企业在克服新冠疫情影响

和各种干扰的情况下逆势前行，取得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双

胜利，总的看呈现出三个新的特点。 

（一）2021 石油和化工企业 500 强榜单的变化彰显行业发

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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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榜单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与上年相比今年有约 100家

我们熟悉的化工企业退出了 500 强排行榜。退出企业多为能源、

基础化工原料型企业，这些企业大都处于行业中的中低端产业，

生产经营或面临产能过剩，需要进行结构调整，或处于产品的同

质化竞争，承受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分析个中原因不难发现由于

疫情导致产业链、供应链及资金链出现问题，不少企业因此被迫

停产或者半停产。于此同时也有近 100 家的新企业出现在榜单，

新上榜企业也有明显的特点：一是化工新材料企业较多，如位列

第 42 位的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公司、第 128 位的内蒙古久

泰新材料科技公司以及第 198 位的浙江伟星新型建材公司等一

大批新材料企业。二是新增不少家生产高性能的特种橡胶、纤维、

电子化学品企业，这些企业均为专用化学品行业，专用化学品行

业的发展水平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化学工业的发展水平，是国家高

端化学产品的代表。三是多家科技型涉农企业，如中农立华生物

科技股份公司、山东滨农科技公司、江西正邦作物保护股份公司、

京博农化科技股份公司等。由于疫情期间，国家加大了对“三农”

的政策扶持和投入，涉农企业发展方兴未艾。这些领域的发展表

明了当前行业产品结构升级急需差异化、高价值、多功能的化工

新材料和提升精细化水平的专用化学品，包括生产高效、长效的

农药产品等替代进口。这些行业的变化从新榜单中能看出一些端

倪，这些企业在去年都有上乘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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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日，2021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发布，榜单

显示：今年新上榜的化工企业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311）、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309）为石化、化纤生产企业；因改革重

组或经营困难退出榜单的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等几家能源化工企

业，都是基本化工原料生产企业。两个榜单变化说明“十三五”

以来全行业实施“去产能，调结构”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

说明国内化工企业的产品结构正在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榜单

的变化体现了行业的发展进步。 

（二）化工 500 强企业在抗风险能力方面表现了强大的发

展韧性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全球经

济急剧恶化，产业链供应链遭受重挫。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石油和化工行业经济运行迅速终止了下滑局面，呈现稳定恢

复态势。经济结构明显改善，增长动力不断集聚，市场逐步

回暖，主要经济指标企稳向好。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受到明显冲击。在

此背景下，以化工央企为代表的化工大企业，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经营发展，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在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中迎难而上、奋力拼搏，充分发挥了国民经济压

舱石和主力军作用。从排名看，化工央企发挥稳定，领先优势突

出，风险应对能力提升，发展韧性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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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公布的 2020 年全球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市值 500

强排名的数据显示，石油和化工上市公司共 27 家进入全球上市

企业 500 强榜单。由于 2020 年油价走低，导致中国石油、中国

石化市值排名均比 2019 年落后。其中，中国石油总市值 7595亿

元，下降 7位、中国石化总市值 4879亿元，下降 15位。紧随其

后，市值超过 1000亿元的有万华化学 2858 亿元，上升 9位；恒

力石化 1969亿元，上升 28 位；荣盛石化 1864亿元，上升 65 位；

赣锋锂业 1353 亿元，上升 152 位；恩捷股份 1221 亿元，上升

174位。值得关注的是天赐材料、东方盛红、新宇邦、三棵树市

值排名较去年也有大幅跃升！可见市场非常看好化工下游应用的

新材料市场。 

国内资本市场石油和化工上市企业 500 强主要经济指标除

主营收入下降外，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 38.58%,所有者权益比上

年增长 4.36%,研发费用比上年增长 1.96%,资产总额比上年增长

3.08%,员工总数增长 1.25%,纳税总额增长 20.5%,保持稳步上升

的态势，这些数据的变化均好于同年度的石油和化工整体行业，

表现出了化工大企业更加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三）中国化工大企业面向世界一流企业建设成效明显 

在 2021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中，中国大陆（含

香港）上榜公司连续第二年居首，达到 135家，比上年增加了 11

家，加上中国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共有 143家公司上榜。从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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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可以看出，今年我国能源和化工企业入围世界 500强仍为 26

家，与去年持平。从入围企业的各项指标来看，我国化工行业建

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成效明显，发展质量明显提升，

竞争能力持续增强，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创新能力持续优化，发展动力更加强劲。近年来，我国

化工大企业紧紧抓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推动资金、人才、政

策向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倾斜，相关企业在新材料、专用化学品

制造等高端化学品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加快布局，实力持续增强，

化工企业的世界 500强排名均有不同程度的跃升，在全球同行业

中的排名持续前进。 

二是企业改革不断深化，企业活力持续释放。该榜单中，以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一大批石油和化工企业较上年均有

大幅跃升。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中化和中国化工这两家央企已经

正式重组为新的中国中化。重组后，该公司在生命科学、材料科

学等领域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可以预见，到了明年，中国中化在

世界 500 强中的排名和影响力将会有大幅提升。 

三是民营化工企业快速崛起，成为行业发展的新亮点。值得

注意的是，不少民营化工企业发展迅猛。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首次荣耀上榜世界 500强榜单，以 2020年度 385.62亿美元的营

业收入位列第 309 名。恒力集团今年排名上升至 67 位，相比去

年提升了 40 名。目前，恒力已经形成了“从一滴油到一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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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除了炼油、芳烃、聚烯烃、聚酯、纺织外，

恒力石化还在煤化工、降解材料、新材料领域发力！此外，恒力

石化已开始布局锂电隔膜领域，进一步向石化产业下游业务延伸。

同样，来自江苏苏州的盛虹控股集团也是从化纤领域逆流而上，

全力打造炼化一体化项目，实现产业链上拓下延，形成从“一滴

油”到“一根丝”的全链条业务经营。 

尽管中国化工大企业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

大而不强这个老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从行业整体上看，无论是主要产品产量，还是企业规

模以及进入世界 500 强的企业数量，我国都可以称得上是

化工大国，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可以

説是企业规模庞大而不强大。主要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一是产品结构性矛盾突出，低端过剩、高端短缺的结构性

矛盾已成为行业长期存在的突出矛盾，这也是形成化工贸

易逆差大的主要原因；二是企业、行业效益不佳，与跨国

公司相比，国内企业在成本费用率和销售利润率上出现数

量级差距；三是资源、能源消耗和排放高、环保压力大，化

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污

染物的排放均在工业行业排名前列；四是核心竞争力、可

持续发展能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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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为化工企业的发展明确了方向，我

们相信中国化工大企业，定会在做大的基础上做优做强，实现高

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化工大企业既要争当大智慧、大视野、

大格局的引路人，更要在管理上有高标准、创新上有高水平、发

展上有高质量。这样，才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走出坚定而务实

的中国化工企业路径、形成独特而自主的中国化工企业发展模式、

贡献丰富而厚重的中国化工企业治理经验。 

 

二、石油和化工企业 500 强发布活动不断地引导企业做强做

优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战略。早在

20世纪 90年中期，化工部便确立了建设大企业、大集团、大基地

的“三大战略”，并以此为目标进行了不懈努力。中国化工企业管

理协会从 2003 年开始推出中国化工企业 500 强榜单，2016 年又

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共同发布，首次将石油行业纳入其

中,形成了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全产业链的组合与发布。十八年来，

行业 500 强发布活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营造了千帆竞发、万马争

先的良好氛围，记录和见证了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的辉煌历程，并形成了品牌效应，对促进石油和化工企业不断做

大、做强、做优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着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 500

强发布活动举办的高峰论坛，聚集行业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先后开



9 
 

展了多项重大课题研究，探讨国内外优秀企业成长之道、推动了

行业的交流与合作，在大企业研究领域确立了相当的话语权和影

响力，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石油和化工大企业是行业发展的排头兵，拥有明显的规模优

势、管理优势、技术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具有很强的资源整合

和集成创新能力。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

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保障民生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改革开放 40多年来，我国石油和化工企业在做大做优做强

的道路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进入新世纪，我国石油和化

工企业规模迅速增长。十八年前的首次化工企业 500 强发布会，

500强企业的销售收入之和只占行业的 20%，今年这个比重已超过

了 70%；当年的 500 强企业入围门槛是 1 亿元，现在已超过了 12

亿元；当时没有一家企业入围世界 500 强，而今年我国石油和化

工企业入围世界 500强的数量已连续两年达到 26家，一批化工大

企业不仅规模达到了世界级，而且面向世界一流企业的建设成效

明显。 

 

三、再接再厉，把行业 500 强发布活动办成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化工大企业盛会 

面对国际、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为了早日实现化工强

国的宏伟目标，下一步，我会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立足行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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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企业”的办会宗旨，努力办好每年一届的 500强发布活动。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全国石油和化

工行业最具权威的化工 500强排行榜和化工大企业发展研究

报告，研究交流国内外优秀企业成长之道、推动交流与合作，

发挥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信息发布平台的作用,为实现化

工强国目标贡献力量。 

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 500 强发布会将把“行业性、国际

化、权威发布”作为会议的定位。“行业性”是指活动内容

为石油和化工行业、企业服务，突出行业特色。“国际化”

是指对标国际一流，按照行业“十四五”规划和远景目标，

引导企业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培育具有

国际视野、懂管理善经营的企业家队伍和甘于奉献、敢闯

敢试的创新人才队伍。除了发布年度行业 500 强发展研究

报告外还将发布国际化工发展研究报告，邀请国际知名化工

专家发表演讲，交流跨国公司先进经验，邀请跨国公司代表

出席会议，参加论坛和展会活动，与国内行业 500 强企业家

同台交流互鉴。“权威发布”是指化工 500 强的发布主体为中

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和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两个中

国字头的行业协会，可以说是权威机构、权威发布，具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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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唯一性和公信力。打造最具权威的石油和化工企业 500

强和分行业百强排行榜，打造最具权威的石油和化工企业科

学管理信息发布平台，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化工企业家盛

会。 

坚持会议形式有新意、研究报告有新意、论坛内容有新

意的“三个新”原则，明确主题，丰富内容，创新形式，改

进服务，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把行业 500强企业发布活动打

造成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 

加强对中国化工大企业的课题研究，加强对行业发展动

态和发展趋势预测分析研究，加强对企业生命周期和化工大

企业成长规律的研究，加强对国内外化工大企业成功经验和

企业家典型事迹的研究，为化工企业 500强发布活动提供理

论支撑。提高会议质量，增强发布活动的凝聚力、感染力和

影响力。 

《化工管理》杂志社作为一家研究型的杂志社是化工

500 强发布活动的承办者也是会议的策划者，要始终牢记初

心使命，时刻关注化工大企业的发展动态，高质量地做好化

工 500强发布活动。与化工大企业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一

起提高，努力做中国化工界的“《财富》杂志”。 

我会将继续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举办化工 500强发布活

动，推动化工大企业与地方企业的交流合作，促进行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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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 

我们相信，有各界领导的关心指导和广大企业的大力支

持，化工 500强发布活动一定会常办常新、持续提高，成为

石油和化工行业重要的知名品牌，不断为石油和化工行业发

展和企业壮大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