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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

发展指数研究报告

——2018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500强发展研究报告之一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北京化工大学)

引言
石油和化工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其可持续发展对于人类经济社

会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联合北京化工大学，首次发布2018年度中国石

油和化工行业发展指数，来衡量行业目前的发展程度。行业指数综合考虑了行业特点，根据三重

底线模型，分别从经济、环境、社会三个层面入手，以2017年363家上市石油和化工公司为代表性

样本，来认识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上市公司企业发展实力，从中选取行业发展标杆企

业，激励并引导石油和化工企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推动整个行业高质量发展。

一、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上市公司基
本情况概述

本次所研究的石油和化工行业上市公司共

有363家，具体涵盖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开采辅助活动、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

行业、化工原料和化学制品行业、化学纤维制

造行业以及橡胶与塑料制品行业。363家上市

公司2017年利润总额总计为26,479,088万元，

资产总计为663,250,795万元，负债总计为

317,152,628万元。

从利润总额来分析，有341家石油和化工

上市企业利润总额为正值，有22家利润总额

为负值，这表明有94%左右的企业处于盈利状

态，表明行业发展状况良好。其中排在首位的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利润总额高达

8,657,300万元，远高于排名第二三四名三家

公司的利润总和，表现突出，在行业中处于领

先地位。利润总额前十名见表1-1

从资产总额来看，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以240,491,000万元的总资产占据第一

位，远超第二三四名资产总额之和。303家企

业资产过十亿，62家企业资产过百亿，表明企

业实力雄厚，行业有良好发展空间。资产总额

前十名见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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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负债合计前十名企业排名

排名 公司中文名称 负债合计(万元)

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102,330,000.0000

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4,143,400.0000

3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848,235.1993

4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6,404,662.9000

5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6,018,233.2104

6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5,852,612.1708

7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3,917,949.1628

8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648,010.9323

9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3,630,781.0648

10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621,756.8412

二、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构建

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科学性原则。从石油化工企业发展视角出

发，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选取反映行业

发展特色的系列指标。 

可获取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指标设置应符

合中国国情，客观反映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进

程，且要有准确的数据支撑。

简洁性和弱相关原则。指标间保持相对的

独立性，在充分反映总体状况的前提下，选取

的指标数量应尽量做到少而精。

可比性和导向性原则。指标设置将起到导

向作用，反映行业转型升级的成效，在横向(企

业间)和纵向上(各个时期)具有可比性。

2.2  指标的选取

本报告参考国外著名的发展指数，结合中

国国情和行业特色，将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分成四个层级。其中，零级指标为

安全发展，包括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

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

法行为，实施一票否决制；一级指标为经济，

环境和社会三个方面；二级指标在一级指标下

共选取12项指标；三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下共选

从负债合计看，前十名企业中有八家在资

产总额中也排名前十。由此可见，高资本与高

负债存在相关关系，资产总额较高的企业负债

金额同样很“可观”。此外，各企业之间负债

额度差距较大，20家企业负债不足1亿，而37

家企业负债则过百亿，单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的负债金额就相当于后353家企业

的负债总和。负债合计前十名企业排名见表

1-3。

表1-1  利润总额前十名企业排名

排名 公司中文名称 利润总额(万元)

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657,300.0000

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5,308,300.0000

3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74,973.5790

4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85,123.4000

5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6,199.4478

6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5,546.1877

7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99,419.1303

8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92,981.2186

9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1,239.7453

10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54,378.9415

表1-2  资产总额前十名企业排名

排名 公司中文名称 资产总计(万元)

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40,491,000.0000

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59,550,400.0000

3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9,124,782.5049

4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8,241,852.9725

5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7,385,727.2152

6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582,773.2248

7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6,355,663.8578

8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6,205,365.9233

9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6,194,262.9000

10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576,065.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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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37项指标。如表2-1所示。

表2-1 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零级
指标

一级
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
标权重

安全
发展

经济
发展

60

公司治理 10

企业实力 20

风险控制 10

供应链管理 5

创新能力 15

环境
友好

27

环境和社会责任报告 6

环境效率 8

循环经济及减排能力 8

绿色产品 5

社会
和谐

13

人力资源 5

人才吸引能力 5

社会公益 3

2.3  权重设计方法

本报告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由中国化工企业管理行业协会从行业专家库中

选取10位行业专家，采取背靠背集中打分的方

式，对各项指标进行打分。具体操作如下：

由参与打分的专家集体讨论，针对一级指

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交流意见，由此确定此二

类指标的得分上下限；

在此基础上，10位专家分别对各项指标进

行背对背打分；

最后根据专家打分结果，通过加权平均的方式

得出各项指标的最得分，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

三、评价结果分析

3.1  行业发展状况评估

3.1.1  企业发展状况评级

通过以上指标体系，测算出363家上市石

油和化工企业的评价结果(如图3-1)由结果可

知，0.83%的企业得分位于70分以上，2.20%

的企业得分位于55-70分之间，21.21%的企业

得分位于40-55分之间，有67.49%的企业得分

位于25-40分之间，有8.26%的企业得分位于25

分以下。总体来看中低分段企业数量较多，最

低分段和高分段企业数量较少，行业整体水平

得分情况位于中等偏低分段。

图3-1 全体样本企业得分分布情况

对于前100家企业进行分级如下：前10家

企业评为标杆企业(见表3-1)；第11家到第30家

为卓越企业(见表3-2)；第31家到第60家为杰出

企业(见表3-3)；第61家到第100家为优秀企业

(见表3-4)。

表3-1  标杆企业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4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5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9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 37 ·

2018 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 500 强发布会

表3-2  卓越企业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1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3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9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11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2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4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15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16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7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18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9 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表3-3  杰出企业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1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4 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9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10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3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4 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5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16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17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18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1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3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4 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25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6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7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28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29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表3-4  优秀企业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1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3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4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6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7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续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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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11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3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6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7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8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9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21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22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23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5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26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7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9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 四川川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2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4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5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6 浙江扬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7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8 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

39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40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续表3-4 3.1.2  行业发展指数分析

本次研究得出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指数为

46.75(前100家企业入选了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

指数)。

研究所选取的363家样本企业的资产总额

占石油和化工行业2017年资产总额的47.72%，

从资产占比来看，全体样本企业的资产总额接

近行业资产总额的半数，由此可知，样本企业

的发展情况对行业发展影响较大。同时，位于

样本前100家企业占全体样本企业资产总额的

90.8%，其对于样本总体有相当强的代表性和

影响力(如图3-2)。除此之外，本次研究选取的

前100家样本企业均未发生证监会2018年7月27

日发布的《关于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

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的决定》》中

提到的重大安全事故。因此，入选发展指数的

100家企业具有行业代表性。
 

图3-2：样本企业资产总额占比

3.2  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3.2.1  总体分析

本次调研中，企业经济水平的得分由多项

指标加权加和得到，其中主要包括公司治理，

企业实力，风险控制，供应链管理和创新能力

五个部分。其中每个部分又细化为具体的多项

指标，如企业实力方面，由资产总额，主营业

务收入，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等方面构成。

在本次报告包含的363家石油和化工行业上市

企业中，在经济实力方面，以下10家公司进入

了前十(见表3-5)。在10家公司中，有8家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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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结构为混合所有制，2家为私有制，由此可

见，石油和化工行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兼具资

产规模和经济活力两方面的优势，在经济实力

方面表现突出。从整体角度来看，在经济方面

排名前列的企业之间差距较大，在经济方面排

名靠后的企业之间差距也较大，而排名中段的

企业则在分数上表现的较为集中。同时，整体

排名的极差很大，在百分制的前提下，第一名

的得分为后几名的5倍左右，可见上市公司间

同样在经济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

表3-5 经济指标前十名企业排名

排名 公司
经济指标百
分制分数

1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4.82

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1.16

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70.74

4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0.43

5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7.63

6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4.62

7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63.04

8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61.83

9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61.63

10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1.16

3.2.2  企业实力

企业实力主要通过企业资产总额，利润总

额，主营业务收入等指标进行量化。总体上来

看，只有3.31%的企业进入了高分段，有超过

50%的企业分布在中分段，有41.6%的企业得

分较低，位于低分段。根据此结果进行分析，

一方面，以中石油，中石化为代表的超大型企

业在企业实力上远高于行业内其他企业，致使

其他企业得分较低，同时侧面反映了超大型企

业对行业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石油和化工

行业中，经济实力较强的大企业数量较少，大

部分企业的经济实力处在行业中段，同样经济

实力较弱的企业数量也不多。这符合发展型行

业的企业分布规律，代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

前景值得期待。企业实力得分分布情况如图

3-3。

图3-3：企业实力得分分布情况

3.2.3  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主要通过企业的专利数量，本科

学历以上的员工数，研发投入等指标进行量

化。在分布情况上，只有7.16%的企业在创新

能力方面进入了高分段，有16.53%的企业位

于中等偏高分段，而除此之外，近80%的企业

都位于中等偏低分段和低分段。由此可见，石

油和化工行业整体创新能力不足，除客观条件

上，专利数和高学历人数不足以外，企业也需

要重视研发和创新，加大研发投入。但不可忽

略的是，石油和化工行业内也出现了一部分具

有代表性的创新型企业，他们的发展方式值得

其他企业学习和借鉴。企业创新能力得分分布

情况如图3-4。

图3-4：企业创新能力得分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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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企业环境指标分析

3.3.1  总体分析

本次调研中，企业在保护环境方面的得分

同样由多项指标加权求和得到，具体包括社会

责任报告的撰写，环境效率，循环经济即减排

能力，绿色产品4个方面，而每个方面又细化

为多项指标。其中，在循环经济及减排能力方

面，本次调研从工业用水重复率，固废回收利

用率，余热回收利用率，二氧化碳回收利用率

和节能减排技术及应用5个方面进行考核，从

而得到该项的最终得分。从得分情况来看，在

环境得分方面排名靠前的企业大部分在经济实

力方面表现同样较为优秀，而从环境方面得分

的整体来看，前段企业得分分布较为稀疏，

中，后段企业得分较为密集，同时，整体得分

的极差相当大，由此可见，在环保方面，排名

后段的企业的水平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环

境指标前十名企业排名见表3-6。

表3-6 环境指标前十名企业排名

排名 公司
环境指标分
制分数

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5.85

2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74.37

3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74.00

4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72.76

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71.78

6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69.05

7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6.83

8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63.26

9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61.88

10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58.55

3.3.2  环境和社会责任报告

在环境和社会责任报告方面，超过80%的

企业都分布在低分段，而中高分段的企业不

足20%。这一方面代表着当前石油和化工行业

内大部分企业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石油化工

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仍需加强，另一方面也表

明，企业对环境与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不够重

视，许多企业将社会与环境责任报告应包含的

内容通过年报进行披露，这表明环境与社会责

任报告撰写和发布的情况仍不规范，企业需在

这方面加深认识，更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

企业环境和社会责任报告得分分布情况见图

3-5。

图3-5：企业环境和社会责任报告得分分布情况

3.3.3. 环境效率

本次调研主要通过“三废”的排放达标

情况，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单位产品综合能

耗，污染物处理设备应用等指标对企业环境效

率进行量化。其中，有6.89%的企业进入了高

分段，有超过60%的企业位于中分段，有不足

40%的企业位于低分段。这表明当前石油和化

工行业内企业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有提高，环境

保护对应的技术却仍不成熟。只有很少部分的

企业兼具环境保护意识和成熟的污染物处理技

术，相应的，大量企业已将环境保护列入企业

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但由于资金和技术等客

观条件的限制，其污染物处理情况仍只能勉强

实现达标。除此之外，仍有不容忽略的部分企

业没有给予环境保护足够的重视，这是部分石

油化工企业未来需要提升的地方。企业环境效

率得分分布情况如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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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企业环境效率得分分布情况

3.4. 企业社会指标分析

3.4.1. 总体分析

本次调研中，企业在社会贡献方面的得分

由人力资源，人才吸引能力和社会公益三方面

加权求和得到，类似的，每个方面又通过多

项指标来考核。例如在社会公益方面，调研主

要关注环境公益和慈善公益两方面。从得分结

果来看，由于社会公益方面本次调研主要采用

分段评价的方法进行打分，即满足一定标准的

企业给予相同的分数，故分数分布较为密集。

从整体得分角度来看，超过半数的企业得分位

于中分段，较少的企业位于高分段和低分段，

同时，社会贡献方面得分较高的企业往往具备

较强的经济实力。从具体指标来看，大部分企

业都具备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和一定的人

才吸引能力，而在环境保护和公益事业方面表

现差距较大。企业社会指标得分分布情况见图

3-7。

图3-7：企业社会指标得分分布情况

3.4.2. 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同样是企业需列入考核

的重要能力之一。本次调研通过员工培训情

况，员工发展情况，员工个人表现评价情况等

指标来量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值得关

注的是，有62.53%的企业进入了高分段，有

36.09%的企业位于中分段，只有不足2%的企

业位于低分段。这表明，当前石油化工企业重

视自身人力资源建设，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得分分布情况如图

3-8。

图3-8：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得分分布情况

四、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1)行业发展态势良好，绝大多数企业实现

盈利目标。行业内存在资产总额超万亿元的超

大型企业，如中石化，中石油，也存在60家资

产总额不足十亿元的企业。负债总额前十的企

业中有八家总资产也位列前十，这表明高负债

与高资产的强相关性。同时，经济状况良好的

企业，在环保和社会方面往往也表现优异。

横向来看，经济、环境、社会三项指标水

平差距较大。三大指标中环境指标得分最低，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环境指标设置上，考虑

到石油和化工行业高污染、高耗能的特点，本

次研究对环境方面的三级指标设置较详细，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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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了防治污染、节能减排、绿色循环发展等具体

指标，以增强指标对企业的区别性，这导致在环

境方面对样本企业水平要求较高，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样本企业在环境指标的得分情况；另一方

面，许多企业在环保信息方面披露不够充分，环

保领域技术水平不高，影响了最终研究对企业的

评价。由此可见，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在环保方

面任重而道远。三项指标情况见图4-1。

(3)从经济发展型指标看，企业整体排名

的极差很大，第一名的百分制得分为最后几名

的5倍左右，发展差距较大。排名前十的企业

八家为混合所有制，该体制在经济方面优势突

出。从环境友好型指标看，各企业环保水平参

差不齐，对环保工艺的重视程度也各不相同，

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不到30%。从社会和

谐型指标看，分数分段较为明显，企业由于满

足相同的标准，故导致出现相同的得分。值得

关注的是，企业大都重视员工的培训，有相应

的考核激励措施，但对于社会公益的态度则有

所不同。

(4)本次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均来源于公司年

报，社会责任报告(环境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

报告等)与国家统计局数据，使用如资产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三废达标率，工业用水重复率

图4-1：三项指标情况

等精确数据描述指标。故研究方法以定量数据

分析为主，缺少定性的实地调研活动。

4.2. 展望

在石油和化工行业中，目前混合所有制

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同时，石油和化工行业

内也出现了一批有自身特色且兼具一定实力

的私营企业，未来，石油和化工行业有望形

成多元化的市场状态，从而实现稳定且充满

活力的发展。

企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关注环境

保护和社会责任。当前业内已有一批响应国家

号召，在绿色发展领域做出一定成绩的企业。

不仅如此，石化企业还在为社会创造就业岗位

的同时积极参与公益项目，回馈社会，未来石

化企业有望变得更清洁，在减轻社会环境压力

的同时，为公益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