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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

发展指数研究报告

——2019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500强发展研究报告之二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北京化工大学

摘要：石油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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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化工大学共同合作，对2019年度中国

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指数开展研究，用以衡量石油和化工行业目前的发展程度。石油和化工行业

发展指数综合考虑了石油和化工行业特点，以及方案的可操作性原则，分别从成本、绩效、创

新、安全环保等方面入手，以2018年349家石油和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来研究整个行业的发

展水平。课题组综合评价了上市石化企业发展实力，从中选取行业发展优秀企业，激励并引导石

化企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推动整个石油和化工行业走向高质量发展。

第一章 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上市公
司基本情况概述

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统计，石油和化

工行业上市公司为370家，其中有6家新上市

的公司，未披露2018年度报告，以及15家属

于ST（公司经营连续两年亏损）和*ST（公

司经营连续三年亏损，退市预警）类型的公

司。课题组考虑到行业发展指数代表行业的

先进水平，以及科学性的原则，以上几种类

型的公司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最终，课题组

选取349家上市公司作为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

指数的代表性样本。

349家石油与化工行业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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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家上市公司2018年利润总

额总计为38,931,445.90 万元，和去年相比提

高了40%；资产总计为693,812,738.67 万元，

基本和去年持平；负债总计328,588,391.19 

万元，和去年相比基本保持一致，没有发生太

大变化。

在349家石化上市公司中，其中披露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超过110家，占到石化上市

公司总数的三分之一。和去年的情况相比，披

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的数量有了明显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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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潮流。

从资产总额来看，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以243,255,800万元的资产总额跃居第

一位，资产总额超过了前五名企业的资产总

和。72家的企业资产总额超过了百亿，和去年

相比，资产过百亿的企业的数量上升了10家。

300家企业资产过10亿。

由此可以看出，石油和化工行业整体实力

比较雄厚，整个行业在稳步的向前发展。资产

总额前十名企业见表1-1。和去年资产总额排

名前十的企业对比，不难发现，资产总额前十

名企业的名单，发生了变化。恒力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和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是2018年度

新进入资产总额排名前十名单排名的企业。

表1-1 资产总额前十名企业排名

排名 公司中文名称
资产总额
（万元)

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43255800.0000 

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59230800.0000 

3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12524246.1879 

4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12141520.0053 

5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9375399.6622 

6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691265.9202 

7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7468700.0000 

8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6782083.1128 

9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6090471.5000 

10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5962467.7810 

从利润总额来分析，有330家石油与化工

上市企业利润总额为正值，有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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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0,000万元，和去年相比，利润总额提高

了33%。由此可见，在全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情

况下，龙头企业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时也

推动整个石油和化工行业的稳定发展。利润总

额前10名如下表1-2。和去年相比，利润总额

前10名企业的名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恒力

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合盛硅

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跻身

成为2018年利润总额前10名榜单中的企业。

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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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11520000.0000 

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050200.0000 

3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97778.0232 

4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674897.6000 

5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3796.1685 

6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414008.0860 

7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2933.5178 

8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56542.0296 

9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330590.6185 

10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323570.8000 

从负债总额来看，资产总额排名靠前的企

业，负债总额也排在前列，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毫无疑问，在负债总额中排名第

一，负债总额为102,161,500万元，高达万亿

元。此外，各个企业的负债总额差距较大。17

家企业的负债总额，仅过千万，148家企业的

负债总额介于1亿至10亿之间，147家企业的负

债总额介于10亿至百亿。由此可见，即使都是

上市企业，企业之间的差距也非常明显，大中

小企业的界线非常鲜明。负债总额前十名企业

排名如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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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负债总额前十名企业排名

排名 公司中文名称 负债总额（万元）

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102161500.0000 

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3464900.0000 

3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9733412.5510 

4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8563637.1852 

5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024257.1446 

6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6155880.6850 

7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5512630.5000 

8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4000959.8000 

9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888002.1800 

10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766224.7538 

第二章 文献综述

发展指数是衡量某一领域发展程度的一种

数据标准。如果以某一具体时期为基准，以1

或100为基数，使该领域在基准时期产生的原

始数据与基数相对应，则基数与基准时期原始

数据之比乘以考察时期产生的原始数据即为该

领域在考察时期的发展指数。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1 9 9 0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发展指数

（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

该指数从三个不同的维度来测量人类的发展，

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指数和预期寿命指

数，它标志着人们对于自身发展水平的高度重

视与全面关注。自此发展指数的概念逐渐为人

所熟知和采用，并逐步应用到相关领域中。

Qriana  Bandiera（1998）使用主成分分析法

计算出了8个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指数，

并以此对这8个发展中国家近25年的金融自由

化进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用数据化的形式

生动的表现出了其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历程。

Luc Laeven（2000）依据13个发展中国家的数

据构建了不同的金融自由化指数，并就金融自

由化对企业融资压力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Chowdhury（2006）研究了来自于人类发展

指数和品类发展指数的平均权重法与加权评估

法，发现虽然平均权重法饱受批评，但平均权

重法不仅方便，而且符合专家的观点。Paula

（2014）基于主成分分析法从欧盟的27个国家

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出发，建立了一个评价欧盟

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但不涉及总体的经济

增长指标，因其不随社会、经济和环境领域的

积极变化而明显增加。Garbie（2014）结合制

造业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社会和环

境）进行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指数的组件选择和

建模，从微观角度评价了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水平。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宏观层面的发展指数研究。杨永恒

（2005）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人类发展指数进

行了测算，并与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进行了

比较分析，验证了可以使用主成分分析法代

替传统的人类发展指数编制方法。边雅静等

（2012）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思想,构

造了人力资源发展指数(HRDI),对中国各地区

的人力资源发展水平进行了对比与实证分析。

杜栋等（2012）基于科学发展观提出新的发展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包括经济发展、人民

生活、社会发展及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尤其强

调了社会和谐方面。周国忠（2014）运用层次

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构建了旅游型农村新

社区的发展指数。张雪玲，焦月霞（2017）运

用熵值法与指数法测算2007-2015年我国数字

经济发展状况。吴翌琳，王祥云（2019）采用



· 50 ·

2019 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 500 强发布会

对称性设计指数编制方法，构建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电子商务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对其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进行对比分析。

在区域层面发展指数研究。刘跃（2009）

依据层次分析法（AHP）构建了区域电子商务

发展指数模型，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马

林靖（2010）运用聚类分析方法构建了县域均

衡发展指数，并以天津市各区县为样本进行了

实证考察。许冠明（2011）构建了知识产权发

展指数指标体系，并以广东省为考察对象计算

出其发展指数，并通过监测图研究其空间分布

特征。 

在中观层面的发展指数研究。周飞雪

（2008）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和主成分

分析法对我国2003 年至2005 年制造业发展水

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构建了对应的发展指

数，据此说明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趋势。黄

德春（2013）构建了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指数的

指标体系，并计算得出相应的科技金融发展指

数。臧志彭（2015）以产业基础、产业规模及

产业吸引力为基础构建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指标

体系，引入熵权法进行指标权重计算，利用综

合评价法构建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刘益等

（2016）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的具体

权重，构建了新闻出版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张雪花等（2018）从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和宏

观经济三个方面，构建了我国环保产业发展指

数指标体系。

在微观层面上，戴斌（2008）运用分步测

算的方法构建并计算了我国旅游业上市公司的

发展指数。庞景安（2011）构建了企业创新发

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经过相应的测算，得出

我国各省市和工业行业的企业创新发展指数及

排序情况。项燕彪（2012）构建了浙江省中小

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专

家评分法进行指标赋权，编制了相应的发展指

数。郑文秀（2014）温州小微企业发展指数指

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度计算出温

州小微企业发展指数结果。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整理发现，发现2000年

以来对于发展指数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大多集

中在如人类发展指数的宏观层面，或如信息、

金融、传媒等产业的发展指数的中观层面，

而企业发展指数的研究近年也有涉及，如对旅

游业上市公司、小微企业发展指数的研究。对

于发展指数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主成分分析

法、因子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同时辅以相应

的定性分析方法。但对化工行业的发展指数的

研究尚缺。

第三章 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指数：

理论研究

第一节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

在开展研究之初，课题组充分利用学校网

络电子期刊资源和相关书籍，对行业发展指数

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开辟了视野、拓展了思

维，系统掌握了相关理论知识，为本研究奠定

了理论基础，明确了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指数

的下一步研究方向。

2. 现场调研

深入石油和化工行业进行考察，了解行业

发展背景、企业经营现状、行业指数发展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为研究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指

数做准备。

3. 对比研究

分析国、内外行业发展指数的研究情况，

找出差距、归纳先进经验，根据行业发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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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企业可以找出自身企业存在的不足，以及

未来可以改进的方向。

4.实证分析法

本研究将选取石油和化工上市企业进行分

析，获得发展指数研究数据，进一步说明行业

发展指数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5.问卷调查法

为保证各级指标权重的选取更加科学性，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向石油和化工

企业人员以及熟悉该领域的专家发放问卷，并

回收问卷。对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一步

整理，并采用AHP（层次分析法），计算各级

指标的权重。

第二节 石油和化工行业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

一、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1. 目的性原则

为什么要研究行业发展指数，研究行业发

展指数的目的是什么，这是首先要明确的。行

业发展指数研究，是为了企业更好的认识到自

身当前发展水平，了解和行业发展水平之间的

差距。因此，本着这个目的，按照帕累托分析

法，选取的关键指标应该是可以代表一个行业

85%的发展水平。本次选取的指标主要针对运

营成本、经济绩效、科技创新、安全环保四个

方面。

2.可操作性原则

指标选取既要能够反映一定的问题，又要

具有可获取性，即指标关注的内容信息能够在

对标公司公开资料中获得，或通过已知的其他

渠道获得。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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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科学性原则

从石油化工企业发展视角出发，参考国外

相关研究成果，同时结合中国的国情，选取反

映行业发展特色的系列指标。 

二、指标的选取

本研究以石油化工行业的发展现状为立足

点，通过查找和学习了国内外关于行业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内容，最终把一部分指

标纳入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评价指标体系。其

中，一级指标包括运营成本、经济绩效、科技

创新、安全环保四个方面，二级指标包括原料

成本，能源成本，负债水平，成长能力，盈利

能力等11个指标(表3-1)。二级指标下资产负债

率和销售利润率等若干个三级指标。

表3-1 发展指数指标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运营成本
0.1825

原料成本 0.09125

能源成本 0.09125

经济绩效
0.1825

负债水平 0.03365

成长能力 0.03365

盈利能力 0.03365

营运能力 0.03365

生产率 0.03365

科技创新
0.2362

创新绩效 0.1181

创新潜力 0.1181

安全环保
0.3988

环保能力 0.1994

安全生产 0.1994

三、权重的确定

本次各级指标的权重，是通过问卷调查获

取数据，并通过模糊层次分析法对获取的数据

进行计算得到各级指标的权重值。本次问卷调

查，总计回收80份，其中有效问卷7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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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卷结果分析

图3-1 问卷人员类型统计

图3-2 问卷填写企业类型统计

从填写问卷的数据分析来看，填写问卷的

人员大多是来自化工企业，石油企业，少数人

员来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人员

类型主要有高级工程师、中级工程师、高级经

济师、研究员、教授等。因为本次研究是针对

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指数，最终是为石油和化

工行业服务，因此问卷的大多数的数据来自石

油和化工行业，这也充分说明了发放问卷的严

谨性，以及数据的科学性。

2. 模糊层次分析法的原理分析

1）三标度法

建立互补型的模糊判断矩阵,  F=(fij)n*n称

其为优先判断矩阵。

三标度法

甲差于乙

=0

甲和乙相等

=0.5
甲优于乙

=1

图3-3 三标度法详解

2）求行和 ,并利用转换公式

,将模糊判断矩阵 改

造为模糊一致性判断矩阵 。

3)利用和行归一法,

或利用方根法,

求得排序向量。

4）利用转换公式 ,将互补型判断矩

阵, 变为互反型矩阵 。

5)以排序向量W (0)作为特征值法的迭代初

值,W0进一步求精度较高的排序向量W(k),即:

1 . 以 为 迭 代 初

值，利用迭代公式 ,求特征向量

，并求 的无穷范数|| ||∞。

2.|| ||∞-|| ||∞<ε,则|| ||∞即

为最大特征值λmax,将 进行归一化处理后，

所 得

向量W(k)= 即为方案排序向量，迭代结束。

3 . 否 则 ， 以

作 为 新

初值，再次迭代。

改进的模糊层次分析法其优点在于:三标

度法属互补型标度, 符合人们的思维逻辑,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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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简单,由其度量各元素之间的比较关系;就

其质而言, 不存在度量不准确的可能性, 建

立的优先判断矩阵虽然粗糙,  但极易建立;

由优先判断矩阵改造而成的模糊一致性矩阵

满足一致性条件, 无需再进行一致性检验。

若把由方根法或和行归一法求得的目标权重

作为特征值的迭代初值

,则可大大减少迭代次

数，提高收敛速度，同时又可以满足计算精度

要求。

专家通过对各级指标两两对比进行打分，

我们通过对各个专家的各项指标所打的分数，

进行求平均值，得到判断矩阵。并通过Stata数

据分析软件,计算得出各级指标的权重。

四、打分规则的确定

在各级指标权重值已经确定的前提下，根

据从年报以及从其他渠道获取到的数据，计算

得出每个上市公司的综合得分。

本次打分根据正向指标（比重越高越

好），逆向指标（比重越低越好）等不同指标

的不同特征，确定打分规则为10档打分法。

考虑到行业内部企业规模差别巨大，如

201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达到2.4万亿，是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总额的一万倍。而普遍观点认为，企业的规模

越大，企业经营的难度越高，相关指标也将更

为平稳。参考国务院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的考核

评价办法，课题组还根据企业的经营规模等特

征，设置了企业的经营难度系数。经营难度系

数根据10档分位值，取值为0.7-1.4之间。

10档打分法即，根据需要采用10档打分法的

指标数据，分别求出10分位值、20分位值、30分

位值、40分位值、50分位值、60分位值、70分位

值、80分位值、90分位值。打分规则如表3-2。

表3-2 10档打分法

　
<10分
位值

10分位值
≤data<20
分位值

20分位值
≤data<30
分位值

30分位值
≤data<40
分位值

40分位值
≤data<50
分位值

50分位值
≤data<60
分位值

60分位值
≤data<70
分位值

70分位值
≤data<80
分位值

80分位值
≤data<90
分位值

≥90分
位值

正
向
指
标

成长能力 10分 20分 30分 40分 50分 60分 70分 80分 90分 100分

盈利能力 10分 20分 30分 40分 50分 60分 70分 80分 90分 100分

营运能力 10分 20分 30分 40分 50分 60分 70分 80分 90分 100分

生产率 10分 20分 30分 40分 50分 60分 70分 80分 90分 100分

创新绩效 10分 20分 30分 40分 50分 60分 70分 80分 90分 100分

创新潜力 10分 20分 30分 40分 50分 60分 70分 80分 90分 100分

环保能力 10分 20分 30分 40分 50分 60分 70分 80分 90分 100分

逆
向
指
标

原料成本 100分 90分 80分 70分 60分 50分 40分 30分 20分 10分

能源成本 100分 90分 80分 70分 60分 50分 40分 30分 20分 10分

根据以上的打分规则，最终得到企业综合

得分如下计算公式：

企业综合得分=经营难度系数*（原料成

本得分*原料成本权重+能源成本*能源成本权

重+负债水平*负债水平权重+成长能力*成长

能力权重+盈利能力*盈利能力权重+营运能力

*运营能力权重+生产率*生产率权重+创新绩

效*创新绩效权重+创新潜力*创新潜力权重+

环保能力*环保能力权重+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权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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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指数研
究：实证检验

第一节 行业总体分析

一、样本数据分析

通过上述的指标体系，以及相应的打分

方法，最终349家石化上市企业样本的测算结

果如图4-1。2.87%的企业得分在70分以上，

3.44%的企业得分位于60-70分之间，22.64%

的企业得分位于50-60分之间，34.96%的企业

得分位于40-50分之间，24.93%的企业得分位

于30-40分之间，3.44%的企业得分在30分以

下。从总体分析来看，大部分的企业处于中间

分段，处于高分段和低分段的企业，相对较

少，整体行业处于中高速发展阶段，大部分企

业发展较好，行业整体情况较好，由此看出，

综合指标评分，相对比较准确，和实际情况比

较符合。

图4-1 全体样本企业得分分布情况

根据349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指标

的综合打分。现将综合得分排名前100的企业

进行公布，并对于前100家企业进行分级如

下：前10家企业评为标杆企业（见表4-1）；

第11家到第30家为卓越企业（见表4-2）；第

31家到第60家为杰出企业（见表4-3）；第61

家到第100家为优秀企业（见表4-4）。

表4-1 标杆企业名单

序号 公司中文名称

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7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9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指数评价指

标以及打分规则和去年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因此，前10名的标杆企业名单也发生了变

化。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

取代了去年的6家企业，形成了2019年新的标

杆企业名单。

表4-2 卓越企业名单

序号 公司中文名称

1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3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4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7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1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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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15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6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7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18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19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表4-3 杰出企业名单

序号 公司中文名称

1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3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4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7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8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2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13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5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3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4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7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8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2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13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5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表4-4 优秀企业名单

序号 公司中文名称

1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5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11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2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

13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14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15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7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18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19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1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续表4-2 续表4-3

序号 公司中文名称 序号 公司中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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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3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4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5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7 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29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30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1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33 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

34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35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36 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7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8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39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40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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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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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家样本企业的资产总额

693812738.7万元占石油与化工行业2018年资

产总额的54.16%，从资产占比来看，全体样本

企业的资产总额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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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其对于样本总体有相

当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如图4-2），根据帕

累托准则，前100家企业的平均得分，可以衡

量349样本企业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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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运营成本指标分析

一、总体分析

在本次研究中，运营成本指标包括原料成

本和能源成本，根据获取的数据，并进行一

系列的测算，最终得出，运营成本指标，前10

名的企业排名（见表4-5）。在运营成本中，

我们考虑是的企业的运营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

重，比较是相对值，并不是比较每个企业投的

总量是多少，因此投入的多，并不代表你的投

入产出比就高，因此经过实际的测算，得到的

结果，和上面的资产总额，利润总额排名前

10的企业并不一样。这也从侧面说明，大型

企业资金雄厚，但是投入产出比较低，与此

相反，对中小型企业来说，可能资产规模无

法和大企业相比，但是可以通过其它，实现

效益的最大化。

图4-2 样本资产总额占行业资产总额比重

续表4-4

序号 公司中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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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运营成本指标前10名企业排名

排名 公司中文名称

1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4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5 河北建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7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8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9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运营成本指标分项分析

在本次研究中，运营成本采用了原料/材

料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进行描述。在石油和

化工行业，原材料成本一直占到总成本的半数

以上，因此对原材料的成本分析，可以让企业

意识到自身企业存在的问题，同时向优秀的企

业学习，如何有效的控制原材料的成本，提高

企业的效益。通过对样本数据分析，结果如下

图4-3。

从图4-3可以看出，原材料占营业收入比

重30%以下的企业有10家，34家企业原材料占

营业收入比重处于30%-50%，61家企业原材料

占营业收入比重处于50%-60%，70家企业原材

料占营业收入比重处于60%-70%，77家企业原

材料占营业收入比重处于70%-80%，68家企业

原材料占营业收入比重处于80%-90%，24家企

业原材料占营业收入比重处于90%-100%，5家

企业原材料占营业收入比重超过了10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70%的样本企业，

原材料成本占营业收入比重在70%以上，因此

可以说明，石油和化工行业的材料成本过重，

投入产出比较低，仍然是当前行业存在的比

较严重的问题，降低营业成本，提高投入产出

比，石油和化工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图4-3 原材料占营业收入比重

第三节 经济绩效指标分析

一、总体分析

本次研究中，经济绩效指标由负债水平、

成长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生产率五

个方面构成。通过对这个五个指标进行相应

计算，最终得出经济绩效指标排名前10的企业

（表4-6）。从这个排名中可以看出，在经济

绩效这方面，大企业由于资金雄厚，企业规模

巨大，所以，在经济绩效指标单项排名中，资

产总额巨大的企业，在经济绩效指标排名中排

在前列。

表4-6 经济绩效指标前10名企业排名

排名 公司中文名称

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8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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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绩效指标分项分析

1. 成长能力分析

在成长能力指标中，本研究选用营业利润

增长率进行具体描述，通过对获取的数据进行

分析，结果如图4-4。从图中，可以很清楚的

看出，在349家样本数据中，营业利润增长率

达到1000%以上的企业有5家，营业利润增长率

介于200%-1000%的企业有12家，介于100%-

200%的企业有33家，50%-100%的企业45家，

30%-50%的企业有45家，但是营业利润增长率

为负的企业竟然有127家，占到了石化上市公

司总数的三分之一。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大约有三分之二的

企业，保持正增长。三分之一的企业营业利润

增长率为负值。从侧面可以看出，同为上市

公司，企业之间的差距也比较明显，并不是所

有的上市企业都可以稳定的增长，一旦经营不

善，也会给企业未来的发展造成很大的问题。

图4-4 营业利润增长率分布图

2. 盈利能力分析

本研究中，选取销售利润率来刻画盈利能

力指标，销售利润率是衡量企业销售收入的

收益水平的指标，属于盈利能力类指标。通

过对样本数据的销售利润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4-5。

从图4-5中可以看出，有3家企业的销售利

润率达到了50%以上，18家企业的销售利润率

处于30%-50%之间，31家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处

于20%-30%之间，107家企业处于10%-20%之

间，171家企业处于0-10%之间，只有19家企业

的销售利润率为负值。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349家样本数据

中，95%的企业销售利润率在0%以上，说明绝

大多数企业的盈利能力较强。同时也可以反映

出，整个石油和化工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好。

图4-5 销售利润率分布图

3. 营运能力分析

本研究中，采用流动资产周转率来刻画企

业的营运能力。流动资产周转率反映了企业流

动资产的周转速度，是从企业全部资产中流动

性最强的流动资产角度对企业资产的利用效率

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揭示影响企业资产质量的

主要因素。通过相关的数据对样本企业的流动

资产周转率进行分析，结果如图4-6。

通过该指标的对比分析，可以促进企业加

强内部管理，充分有效地利用流动资产，如降

低成本、调动暂时闲置的货币资金用于短期投

资创造收益等，还可以促进企业采取措施扩大

销售，提高流动资产的综合使用效率。一般情

况下，该指标越高，表明企业流动资产周转速



· 59 ·

2019 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 500 强发布会

度越快，利用越好。在较快的周转速度下，流

动资产会相对节约，相当于流动资产投入的增

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的盈利能力；而

周转速度慢，则需要补充流动资金参加周转，

会形成资金浪费，降低企业盈利能力。

从图4-6中可以看出，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达到6次以上的企业有8家，9家企业的流动资

产周转次数介于4次-6次之间，57家企业的流

动周转次数处于2次-4次之间，195家企业处于

1次-2次之间，剩余的企业处于1次以下。从数

据中可以看出，75%的样本企业，流动资产周

转次数在1次以上，说明样本企业整体的流动

资产使用速度较快，企业的营运能力和盈利能

力较强。

图4-6 流动资产周转率分布图

第四节 科技创新指标分析

一、总体分析

本次研究中，科技创新指标包括创新绩效

和创新潜力两个指标，通过对这两个指标进

行测算，得出排名前10的企业（表4-7）。通

过每千人专利数和研发投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

重，来具体刻画科技创新指标。通过分析数

据，只有规模以上的企业每年申请的专利比较

多，研发投入占比也较高，由此可见，规模以

上企业，在注重企业经济绩效的同时，也非常

注重科技创新，聚焦高质量的发展。

表4-7 科技创新指标前10名企业排名

排名 公司中文名称

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3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5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7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9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科技创新指标分项分析

1. 创新潜力分析

本研究中，创新潜力通过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重，进行分析。为了实现企业的长远

发展，企业必须要进行创新，创新就意味着要

进行研发投入，研发投入越多，意味着企业的

创新潜力越大。通过对样本的研发投入进行分

析，结果如图4-7。

从图4-7中可以看出，研发投入占比超过

10%的企业有6家，20家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

处于6%-10%，73家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处于

4%-6%，197家企业占比处于1%-4%，47家企

业处于0-1%。从这可以看出，大多数企业在研

发投入这方面，还是非常注重。但是通过查看

年报发现有6家企业的研发投入为0，通过对这

6家公司的年度报告进行详细阅读，发现有几

家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可能是为了止损，因此

没有在2018年进行研发投入，其余部分的企业

则是在年报中，没有找到研发投入的数据。

第五节 安全环保指标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全民倡导绿色发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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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石油和化工行业作为国家

的支柱性产业，更是受到公众的关注，同时石

油和化工行业也是排污大户，如何在保持石油

和化工行业稳定发展的同时，安全环保，实现

绿色发展，成为当前的热点研究问题。因此本

次研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立足于石油

和化工行业的发展现状，把安全环保纳入行业

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根据相应的数据进行分

析，前10企业排名如表4-8。

从获取的数据来看，企业披露的关于安全

环保的信息并不很多，从环保投入资金占营业

收入的比重来看，企业在安全环保投入这块，

仍有很大的不足。希望在企业今后的发展中，

企业更加注重安全环保这方面的投入。

表4-8安全环保指标前10名企业排名

排名 公司中文名称

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8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9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第一节 结论

一、研究的创新点

与2018年度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指数研究

相比，本次研究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创新之处：

1）进一步完善理论基础，增强研究课题

研究的理论深度。

2）基于问卷调查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

权重，排除了人为主观随意性。

3）优化了评价指标体系，排除了定性指

标，更方便企业计算自身的综合得分水平。

4）指标得分采取10档分位值打分法，同时加

入企业经营难度系数，使得企业综合得分更科学。

5）考虑到发展指数代表行业的先进水

平，因此本次选取的年报数据，剔除了15家属

于ST（公司经营连续两年亏损）和*ST（公司

经营连续三年亏损，退市预警）类型的上市公

司，提高了项目研究的科学性。 

二、存在的不足

1.科技创新和安全环保投入不足

从相应的数据分析来看，石油和化工行业

整体的科技创新，研发投入较少，虽说大中型企

业的研发投入数值较大，但是占比相对于中小

型企业还是较低，因此加大科技创新是企业未

来实现良好发展的必要途径。同时，石油和化

工行业在安全环保这块投入也很少，究其原因，

石油和化工行业自身的经营成本过高，许多企业

未来削减成本，同时为了提高企业的利润，因此

许多企业往往就会减少环保投入，来削减成本。

第二节 展望

石油和化工行业作为国家支柱性产业，同

时也应该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在企业自身发

展良好的同时，应该更多的投身公益事业和环

图4-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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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事业，为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企业之间也应该互帮互助，龙头企业，应该扶

持弱小的企业，必要时可以伸出援手，同时还

可以向中小型企业传授优秀的管理经验，帮助

中小型企业，实现更好的经营，从而带动整个

行业快速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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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指数指标调查问卷

1.贵单位的全称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您目前的职称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级指标

3.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您认为运营成本比
经济绩效更重要吗？ 
注：（如果您认为运营成本比经济绩效更重要，那么
请选择“是”，如果您认为两者是一样重要，请选择
“同等重要”，如果您认为运营成本不如经济绩效重
要，那么请选择“否”。）以下所有的题和这题一样
的填写规则。

○是

○同等重要

○否

4.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您认为运营成本比
科技创新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5.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您认为运营成本比
安全环保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6.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您认为经济绩效比
科技创新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7.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您认为经济绩效比
安全环保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8.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您认为科技创新比
安全环保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二级指标

运营成本指标
9.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运营成本中，您认为原料成本比
能源成本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经济绩效指标
提示：在经济绩效指标中，有偿债能力指标，成长能力
指标、盈利能力指标、营运能力指标以及生产率指标，
总共5个指标，您认为它们之间进行两两对比哪个更重
要？请在以下，12-21题，选择相应的选项。
10.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经济绩效中，您认为负债水平比
成长能力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11.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经济绩效中，您认为负债水平比
盈利能力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12.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经济绩效中，您认为负债水平比
营运能力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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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您认为科技创新比
安全环保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二级指标

运营成本指标
9.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运营成本中，您认为原料成本比
能源成本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经济绩效指标
提示：在经济绩效指标中，有偿债能力指标，成长能力
指标、盈利能力指标、营运能力指标以及生产率指标，
总共5个指标，您认为它们之间进行两两对比哪个更重
要？请在以下，12-21题，选择相应的选项。
10.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经济绩效中，您认为负债水平比
成长能力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11.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经济绩效中，您认为负债水平比
盈利能力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12.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经济绩效中，您认为负债水平比
营运能力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13.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经济绩效中，您认为负债水平比
生产率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14.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经济绩效中，您认为成长能力比
盈利能力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15.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经济绩效中，您认为成长能力比
营运能力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16.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经济绩效中，您认为成长能力比
生产率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17.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经济绩效中，您认为盈利能力比
生产率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18.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经济绩效中，您认为盈利能力比
营运能力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19.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经济绩效中，您认为营运能力比
生产率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科技创新指标

20.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科技创新中，您认为创新绩效比
创新潜力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安全环保指标

21.在石油和化工行业的安全环保中，您认为环保能力比
安全生产更重要吗？ 

○是

○同等重要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