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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

发展指数研究报告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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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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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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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化工企业发展实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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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统计，中国石油和

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392家，和去年相比，增

加了46家上市公司。从这也可以看出，越来越

多的优秀石化企业，加入上市公司行列。但

是，在392家上市公司中，有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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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从侧

面说明，上市公司虽为石化行业中先进的企

业，但是在经营过程中，也会出现经营不善的

问题，导致企业亏损，甚至退市。因此，随着

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企业只有不断创新，不

断向优秀的企业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才能紧

跟时代的脚步，才不会被时代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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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和*ST等类型

的公司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最终，课题组选取

370家上市公司作为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指数

的代表性样本。

370家石油和化工行业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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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家上市公司2019

年利润总额总计为34,998,042.78万元；资

产总计为778,327,077.93万元；负债总计

389,569,544.78 万元，和前两年相比，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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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和负债总额逐年上升，利润总额较2017

年有所增长，较2018年略有下降，变化情况

如图1-1。

图1-1

从资产总额来看，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以273,319,000.00万元的资产总额跃居

第一位，资产总额超过了前十名企业的资产总

和。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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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持平。超

过300家企业的资产总额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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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额前十名企业见图1-2。和去年资产总额排

名前十的企业对比，可以发现，资产总额前十

名企业的名单，发生了变化。新疆中泰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跻身为2019年中国石油化工企业

前10名的榜单。

图1-2 资产总额前十名企业名单

从利润总额来分析，有341家石油与化工

上市企业利润总额为正值，有29家企业利润总

额为负值，这表明有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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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1,300.00万元，和去年相比，利润总额

下降了10%。由此可见，在全国经济增长放缓

的情况下，龙头企业也受到较大的影响。利润

总额前10名如下图1-3。和2018年相比，利润

总额前10名企业的名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油

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跻身成为2018年利润总额前10名榜单中的

企业。

图1-3 利润总额前十名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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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61,200.00万元，高达万

亿元。此外，各个企业的负债总额差距较大。

11家企业的负债总额，仅过千万，165家企业

的负债总额介于1亿至10亿之间，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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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名单如图1-4。不难发现，和去年相比，负

债总额的前10名企业名单也发生了变化，恒逸

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进入了前10名企业排名的

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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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负债总额前十名企业名单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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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几年发展指数研究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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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丰富本研究理论基础，明确了石油和化工

行业发展指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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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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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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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可操作性原则

在指标的设置上, 要考虑是否能够采集到

权威、准确的公开数据。虽然在理论研究中可

以设置很多指标,有些甚至是非常具有理论和

实践意义的, 但如果该指标采集不到数据, 也

是没有操作性的。

3.独创性原则

在评价指标的选取上, 要注意反映我国石

油和化工行业所独具的性质和特点, 创造性提

出具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评价特色的、新型的

发展评价指标。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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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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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包括成本

费用，负债水平，成长能力，盈利能力等11个

指标(表2-1)。二级指标下有资产负债率和销售

利润率等17个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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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发展指数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运营成本 成本费用 成本费用率

经济绩效

偿债能力
流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成长能力
营业利润增长率

净资产增长率

盈利能力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销售利润率

营运能力
存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生产率
人均营业收入

人均利润

科技创新

创新绩效 每千人专利数

创新潜力
研发投入总额

本科学历及以上占比

安全环保
环保能力

环保投入资金总额

社会责任报告

安全生产 较大及以上安全或环保事故数

三、权重的确定

2020年中国石油化工行业发展指数的指标

权重沿用2019年中国石油化工行业发展研究的

权重值。

2019年发展指数指标权重的计算方式如

下：

2019年各级指标的权重，通过向石油化工

行业的专家学者发放调查问卷并获取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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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80份，其中有效问卷73份。

此次参与调查的人员涉及初、中、高工程

师、会计师、经济师，研究员/教授等人员，

分别来自石油化工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

所，行业协会等领域。

一二级指标权重结果如表2-2，三级指标

权重根据二级指标权重平均分配。

表2-2 指标权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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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费用 0.1825

经济绩效
0.1830

负债水平 0.03366

成长能力 0.03366

盈利能力 0.03366

营运能力 0.03366

生产率 0.03366

科技创新
0.3176

创新绩效 0.1181

创新潜力 0.1995

安全环保
0.3174

环保能力 0.1180

安全生产 0.1994

四、评分规则的修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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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9年行业发展指数评分规则的基础

上，进行了修订，由原先的十档分位值打分

法，变为数值归一化评分法。改进后的评分规

则，进一步细化了各个企业的综合评分，使得

企业得分的区间更加精确。

中国石油化工行业发展指数的指标分为正

向指标（比重越高越好），逆向指标（比重越

低越好），以及适度指标（比重不是越高越

好，也不是越低越好）。加上收集的数据，存

在量纲的不同。因此需要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去

量纲化，达到归一化的目的。根据收集的指标

的数据特征，项目组采用极差变换进行去量纲

化，从而达到归一化的目的。

1）正指标和逆指标采用极差变化法进行

归一化；

2）对于适度指标，位于全体数据的25分

位值和75分位值之间，赋值1，小于25分位

值，或是大于75分位值，赋值0.5。

3）根据企业的规模大小，设置经营难度

系数，并按照10档分位值取值，取值为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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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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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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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25之

间。

1.极差变换法

1

1 1

min

max min
i i n

i

i n i n

x x
y

x x
≤ ≤

≤ ≤ ≤ ≤

−
=

−  （正指标） 

1

1 1

max

max min
ii n

i

i n i n

x x
y

x x
≤ ≤

≤ ≤ ≤ ≤

−
=

− （逆指标）

经过极差变换后，指标值均在0-1之间，

正、逆向指标均化为正向指标，最优值为1，

最劣值为0。

根据以上的数据的处理规则，最终得到企

业综合得分的计算公式为：

企业综合得分=（各项指标处理后的数值

分别乘以对应指标的权重值）*经营难度系数

*100。

第三章 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指数研
究：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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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应的评价方

法，最终370家石油化工行业上市企业样本的

测算结果如图3-1。0.54%的企业得分在70分

以上，4.59%的企业得分位于60-70分之间，

34.59%的企业得分位于50-60分之间，43.78%

的企业得分位于40-50分之间，16.49%的企

业得分在40分以下。从总体分析来看， 处于

40-50分段的企业占大多数，处于高分段和低

分段的企业，相对较少，整体行业中大部分企

业处于一个中间发展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的空

间。 

图3-1 全体样本企业得分分布情况

根据3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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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分级如下：前

10家企业评为标杆企业（见表3-1）,平均综合

得分为70.23分；第11家到第30家为卓越企业

（见表3-2），平均综合得分为60.68分；第31

家到第60家为杰出企业（见表3-3），平均综

合得分为57.26分；第61家到第100家为优秀企

业（见表3-4），平均综合得分为53.86分。

表3-1 标杆企业名单（70.2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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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4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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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卓越企业名单（60.68分）

序号 公司中文名称

1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4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5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7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9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12 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13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16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7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8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9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表3-3 杰出企业名单（57.26分）

序号 公司中文名称

1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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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7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10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1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13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14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15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6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17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8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9 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21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2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3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24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5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27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9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0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表3-4 优秀企业名单（53.86分）

序号 公司中文名称

1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4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7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8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公司中文名称

续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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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12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14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6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17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19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1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3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4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 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6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7 上海华峰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9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30 江苏斯迪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2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33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4 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7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39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40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展指数分析

本次研究提出两种发展指数:

1.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100指数，指的是

当前本报告期内综合得分前100名的企业的平

均分作为发展100指数的数值。

2.石油化工行业发展指数，指的是当前报

告期内，全体石油化工行业上市企业得分的平

均分作为石油化工行业发展指数的数值。

因此，通过计算本次研究得出石油和化工

行业发展100指数为57.88，石油和化工行业发

展指数为48.03。

以此类推，项目组计算了2018年度的石油

和化工行业发展100指数和石油化工行业发展

指数。2018年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100指数为

61.48，2018年度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指数为

47.31。

课题组采用石油和化工行业上市公司得分

的平均分，代表石油化工行业发展指数，从而

衡量石油化工行业的发展水平。主要有以下几

点依据：

1.石油和化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约2.63

万家，但上市公司只有300多家，占全行业的

1%。从上市公司的角度上来看，能够上市的

公司都是相对比较优秀的，都是行业万里挑

一的企业。因此，上市公司在行业具有一定

代表性。

2.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石油化工行业

发展指数研究所选取的370家样本企业的资产

总额为7.78万亿元，石油和化工全行业资产总

计13.4万亿元，样本企业资产总额占到石油和

化工行业资产总额的58%，如图3-2所示。

3.从营业收入来看，370家样本企业2019

年营业收入总计7.77万亿元，2019年石化全

行业实现营业收入12.3万亿元，样本企业营

业收入占石化全行业营业收入的63%，如图

3-3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石油化工行业370家上市

公司无论是从资产总额还是营业收入总额来

序号 公司中文名称

续表3-4



· 75 ·

2020 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 500 强发布会

看，都占全行业的50%以上。因此，入选发展

指数的370家石油化工企业企业具有行业代表

性，利用上市公司的数据计算的发展指数是可

以用来衡量整个石油化工行业的发展水平。

图3-2 资产总额占比

图3-3 营业收入占比

第二节 运营成本指标分析

一、总体分析

在本次研究中，运营成本指标通过成本费

用指标来衡量。根据收集的数据进行测算，

最终得出，运营成本指标，前10名企业的名单

（见表3-5）。从运营成本指标得分的排名来

看，不再是资产总额和利润总额前10名的企

业。这也从侧面看出，不是说企业资金雄厚，

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可以做的最好。与此相反，

很多中小企业，在其他方面可能做的更好。因

此，通过行业发展指数研究分析，可以让企业

清楚的认识自身企业在行业的发展情况，发挥

企业自身的优势，弥补企业自身的不足。 

表3-5 运营成本指标前10名企业名单

排名 公司中文名称

1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4 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6 河北建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9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运营成本指标具体分析

在本次研究中，项目组通过成本费用率，

来实际刻画企业的成本控制情况。主要反映企

业收入中成本费用所占的比重，该指标的数值

越低，说明企业的成本费用控制能力越好、主

营业务盈利能力越强。通过对样本数据分析，

结果如图3-4。

从图中可以看出，成本费用率在60%以下

的企业，仅占1.54%；4.1%的企业成本费用率

在60%-70%之间；12.82%的企业成本费用率控

制在70%-80%之间；30.51%的企业成本费用率

在80-90%之间，39.74%的企业成本费用率在

90%-100%之间，占到了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

以上；10%左右的企业成本费用率超过100%。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超过80%的企业，

成本费用率在80%以上。由此可以看出，石油

化工行业，普遍企业成本费用高，投入产出比

较低，仍是当前行业存在的比较严重的问题。

降低成本费用，提高产出效率，仍是下一阶段

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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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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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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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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4 成本费用率分布图

表3-6 经济绩效指标前10名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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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6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经济绩效指标分项分析

1.偿债能力分析

在偿债能力指标中，本研究选用流动比率

和资产负债率来进行具体描述。通过对获取的

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图3-5。

从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出，4.62%的企业

资产负债率在10%以下；14.62%的企业资产负

债率位于10%-20%之间；16.92%的企业资产负

债率位于20%-30%之间；18.97%的企业位于

30%-40%之间；17.95%的企业资产负债率位于

40%-50%之间；15.38%的企业资产负债率位于

50%-60%之间；超过10%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在

60%以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近七成的企业，资

产负债率在50%以下。由此可以说明，在收集

的样本数据中，绝大数的企业都处于一个比较

良好的负债状态，资金使用率相对较高。

图3-5 资产负债率分布图

2.成长能力分析

在成长能力指标中，本研究选用营业利润

增长率和净资产增长率来进行具体刻画。通过

对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图3-6。

从图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在收集的

样本数据中，超10%的企业营业利润增长率在

100%以上，但是从全部数据可以看出，只有一

半的上市公司营业利润增长率是正值，没有负

增长，有半数的企业营业利润增长率为负值。

从这个可以看出，石油化工企业的发展形势仍

然比较严峻，即使是上市公司，在公司经营这

块也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

在，可能导致了公司的亏损。但是，由于上市

企业的实力比较雄厚，只要找出公司发展的症

结所在，在未来的发展，必将迎来一波强势的

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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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营业利润增长率分布图

3.盈利能力分析

本研究中，选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销

售利润率来进行具体描述盈利能力指标。净资

产收益率，是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的百分

比，是公司税后利润除以净资产得到的百分比

率，该指标反映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用以衡

量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效率。该指标值越高，

说明投资带来的收益越高。该指标体现了自有

资本获得净收益的能力。通过对获取的数据进

行处理分析，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布如图。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得知，一般企业净资产

收益率在15%以上为高，高出越多，说明这家

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从图中可以看出，将近

两层的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在15%以上，超九

成的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为正值，近一层的企

业净资产收益率在0%以下。由此，可以得出，

绝大数石油化工上市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较

低，这也体现了企业自有资本获得净收益的能

力相对较弱，运用自有资本的效率偏低。

图3-7 净资产收益率分布图

4.营运能力分析

本研究中，采用存货周转率和流动资产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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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从图中可以看出，1.79%的样本企业流动

资产周转率在5次以上；3.85%的企业流动资产

周转率在3～5次之间；14.62%的企业流动资

产周转率在2次以上；超5成的企业流动资产周

转率在1-2次之间，还有超五分之一的企业，

流动资产周转率在1次以下。通过查阅相关资

料，企业的流动资产周转率一般在2次以上属

于优秀值。

由此可以得出，在300多家样本企业中，

只有将近3分之一的企业，流动周转率在2次以

上，达到了优秀值。绝大多数企业的流动资产

率次数较少，这也可以得出大多数企业的企业

资产利用效率较低，企业流动资产的周转速度

较慢。

图3-8 流动资产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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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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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每千人专利数和研发投入总额以及本科学历

及以上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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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科技创新指标前10名企业名单

排名 公司中文名称

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 江苏斯迪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6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8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9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 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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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占

比以及本科学历及以上人数占比，进行分析。

为了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企业必须要进行创

新，要创新必须要投入，同时高学历人才也不

可或缺。一个企业的员工结构组成，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衡量整个企业的创新潜力。通过对样

本的研发投入占比进行分析，结果如图3-9。

从图中可以看出，2.82%的企业本科学历

人数占比超过50%；4.62%的企业本科学历人

数占比在40%-50%之间；11.03%的企业本科学

历以上人数占比在30%-40%之间；25.38%的企

业本科学历以上人数占比在20%-30%之间；超

三分之一的企业本科学历以上人数占比在10%-

20%之间；超两成的企业本科学历以上人数占

比在10%以下。

由此可以看出，近五成的企业，本科学历

及以上人数占公司总人数在30%以上。这也侧

面说明，在石油化工企业中，高学历人才占比

较高，这也可以说明未来石油化工行业的创新

潜力不可忽视。 

图3-9 本科学历以上占比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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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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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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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分析，

前10企业排名如表3-8。

表3-8 安全环保指标前10名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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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8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9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10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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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获取的数据情况来看，企业披露的关于

安全环保的信息相对较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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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仍有很大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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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发展指数测算应用演示

为了让更多的石油化工企业共享中国石油

化工行业发展指数的研究成果，了解自身企业

在行业所处的发展水平，明确企业当前发展的

不足，以及未来努力的方向。特此，在《化工

管理》官网以及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官方网

站放置发展指数测算的链接，需要自我测算的

相关企业，可以通过点击相关链接，按要求输

入相关参数，即可得到企业的综合得分，以及

各项得分分布情况图。

下面以化工管理网站为例，操作步骤如

下：

1.在浏览器界面输入“化工管理”网址：

http://www.chinacem.net/并打开。

2.点击图4-1，右上角“点击进入链接”

栏目。

图4-1

3.进入“计算得分”界面，如图4-2，根

据自身企业的属性，勾选“上市公司”或是

“非上市公司”进入相应的测算界面。

图4-2

4.如果勾选“上市公司”，出现如下界

面，图4-3：可以选择“根据公司名称”或者

是“根据证券代码”，然后在空白框中输入公

司名称或者是证券代码，并提交查询。

图4-3

5.提交查询之后进入数据确认界面，图

4-4，：企业确认数据是否正确（上市公司，

数据是可获取的，所以在后台建立了关于上市

公司数据的数据库，上市企业输入正确的公司

名称或证券代码即可调用），如果发现调用的

数据有误，可以在线修改，确认无误之后，点

击最下方的提交申请查询。

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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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交数据之后得到“雷达图”，图

4-5，测算的企业通过图中可以很清楚的看

到自身企业有哪些薄弱环节，即未来努力的

方向。

图4-5

7.如果勾选“非上市公司”，由于非上

市公司的数据，没有公开。因此，需要测算

的非上市企业，需要手动导入数据，才可以

进行计算。

1）非上市企业，可以选择数据提交方法

1：逐个数据写入，直接在线上填写数据表

单，如下图4-6：

图4-6

2）非上市企业，也可以选择数据提交方

法2：模板提交数据，企业下载数据填写模

板，按照要求填写相关数据，再上传至网页，

即可输出结果。如下图4-7所示。

图4-7

第五章 发现与建议

第一节 发现

通过开展此次发展指数研究得出以下几点

结论：

1.石油化工企业普遍成本费用较高，投入

产出比低，投入产出比较低，仍是当前行业存

在的比较严重的问题。

2.石油化工企业，在安全环保方面的投入

较少，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低。

3.石油化工企业中，仅有少部分的企业披

露环境责任报告以及社会责任报告。

4.石油化工企业的研究投入较低，行业整

体创新实力较弱。 

第二节 建议

通过本次研究，提出一些建议如下：

1.石油化工企业之间要相互借鉴，进一步

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耗，降低成本，提高投

入产出效率。

2.石油化工企业，应该适当加大安全环保

投资，为保证企业安全生产多一分保障，为保

护环境多贡献一分力量。

3.石油化工企业应该适时披露相关的责任

报告，体现一个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担当。

4.石油化工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提

高自身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各项技术的转

化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