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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化工大企业的
光荣使命和奋斗目标 

——在 2022石油和化工企业销售收入前 500家发布会 

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高峰论坛上的讲话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名誉会长 王述纲 

（2022 年 11月 30 日） 

 

各位嘉宾、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在全行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时刻，又恰

逢化工企业 500强发布活动 20周年。我们隆重举办“2022石油

和化工企业销售收入前 500 家发布会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高峰论坛，共同见证 2022石油和化工企业销售收入前 500家和

分行业百强榜单的揭晓，共同见证 2022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发

展指数和化工大企业发展研究报告的发布，共同见证《辉煌 20

年——中国化工 500 强常青树企业成功之路》首发。在此，我

代表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

的感谢！ 

下面，我代表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做主旨报告，主要讲

三点。 

一、化工 500 强发布活动已成为石油和化工行业具有权威

性、公信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品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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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 500强发布活动 20周年。2003

年，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化工企业整体国际知名度和竞争力，鼓

励化工企业做大做强，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以适应国内

外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推出的中国

化工企业 500 强发布活动,自 2003 年首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

开发布活动以来,至今已经整整 20年了。 

20 年来，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和中国化工企业管

理协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在广大石油和化工企业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下，化工 500 强

发布活动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绩。 

（一） 发布活动促进了企业做大做强 

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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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 20年的努力，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在化工大企业的带

动下规模迅速扩大，行业聚集度不断提高，20 年前化工 500 强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利润约占全行业的比重为 20%，去年均

已超过全行业的 70%。20 年前的首次化工 500 强发布会，企业

入围门槛为主营业务收入 1 亿元，今年为 16.74 亿元。当时没

有一家化工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 500 强，而今我国石油化工和

煤化工企业入围世界 500强的数量已连续两年达到 26家。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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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不仅规模达到了世界级，技术、管理、国际化水平也在

向世界一流水平靠近。 

据统计，从 2019年开始，世界 500强的中国企业数量首次

超过美国，在当年的世界 500 强中国企业中,服务业 59 家（银

行保险业 19 家，互联网业 15 家，工程建设、房地产业 15 家，

物流业 5 家）；制造业有 74 家，其中能源化工企业有 26 家，

比重高达 35%，有这么多的能源化工企业在同一年度一并进入世

界 500 强行列，这是一个创记录的辉煌时代，彰显了我国能源

化工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化工大国迈上了新台阶。 

（二）依靠大企业的数据库开展了行业系列研究活动，促

进行业管理向数字化转型 

伴随着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 500强发布举办的高峰论坛，聚

集行业内外高校、管理咨询机构和《化工管理》杂志社的知名专

家学者先后开展了多项重大课题研究，充分利用 20 年来行业开

展的 500强发布活动所积累下来的大数据，开展了系列管理科研

活动。 

作为承担石油和化工 500 强企业发布和研究工作的《化工

管理》杂志社成立了多个课题组，自 2018年开始，与北京化工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合作开展 “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指数”

研究，目前已进入了企业应用阶段。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指数

可以用来衡量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程度，对全行业发展情况进

行量化计算和评估，助力推进行业管理数字化转型。从今年开

始利用发展指数研究成果成功开发出企业对标和诊断功能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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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其应用到企业管理中，促进化工企业开展对标管理，找

到差距，确定努力方向，提出改进措施，广大业内企业均可以

无偿使用。这个功能软件还可以针对企业的现状开展初步的企

业咨询和诊断，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三）涌现出一批常青树企业，积累了企业做大做强做久

的经验，供行业分享和学习 

20 年来，中国化工 500 强企业呈现的是一幅你追我赶的生

动画面。一些企业上来了，一些企业落榜了；一些企业后来居

上，一些企业名次回落。据统计，20 年来始终在榜单有名的企

业约 40余家，他们是中国化工 500强企业的常青树。他们经受

住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中不

断发展壮大，是中国化工企业改革发展的典范。我们探寻这些

常青树企业的发展轨迹，从中不难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基业长

青，不断做大做强，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主办方已将他们的经

验进行了总结，汇编成册，供大家学习参考。 

（四）由一个 500 强榜单派生出 3 个 500 强榜单，更加完

整、准确地反映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变化情况 

2018 年首次将 500 强榜单划分为综合类企业和独立生产企

业两种类型分别排序，2021 年又推出了中国化工上市公司 500

强和市值 500 强榜单。将 500 强榜单划分为综合类企业、独立

生产企业和化工上市公司 500 强三个榜单。随着产业发展的多

元化出现了一大批既有化工产品又有其他产业的综合类企业集

团，为了更加准确、完整反映化工 500 强企业占行业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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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综合类的企业集团所属的独立法人化工生产单位进行单

独排序，形成了独立生产企业榜单。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客观的反映行业发展的现状。 

（五）发布会活动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化工 500 强发布活动推动了化工大企业与地方经济的交流

合作，促进了行业经济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化工 500 强活动

坚持与地方政府合作办会，积极引领 500 强企业走进地方、了

解地方、到当地投资兴业，积极参与地方的发展战略，为地方

经济振兴作出了行业应有的贡献。地方政府利用 500 强平台宣

传推介当地石化产业发展的区位优势、政策优惠等，充分展示

地方经济发展的风采和崭新面貌,积极利用化工500强平台展示

地方化工产业发展动态，交流发展经验，寻找合作商机，为地

方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二、一年来中国石油和化工大企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以中国化工企业 500 强为代表的化工大企业，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直面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不利影响，保

持了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在做强做优做大的道路上取得突破

性进展，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明显提升。过去的一年，化工大企

业逆势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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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大企业继续保持高于行业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

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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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营业收入持续增长，效益大幅提高。根据 2022石油和

化工最大的 500 家上市公司排行榜单和研究分析报告的数据，

2021 年中国化工大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101227.41 亿元，占全行

业 14.45万亿元的 70.78%。企业发展速度方面在 2020年比 2019

年增长 8.93%的基础上，2021年比 2020年又大增 45.26%，继续

高于全行业 30%的发展速度，增长幅度持续扩大；经济效益方面

实现利润在 2020 年比 2019 年增长 131.5%的基础上又创纪录的

大增了 188.22%，经营效益大幅提升；2021 年中国石油和化工

500强企业入围门槛为 16.74亿元，与 2020年 12.59亿元相比

增加 4.15 亿元，增幅高达 33%，也是该榜单入围门槛增幅最高

的一年。 

二是科研创新力度持续加大。企业竞争的制高点离不开创

新，化工大企业一方面加大研发投入，促进各板块产业链在技

术、产品、管理上进行创新，另一方面，加强与国内外高校、

科研院所、企业合作，打造行业领跑者。在政策支持引导下，

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2021年研发经费投入 1134亿元，同比

增长 25.44%。研发强度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成果卓著。研发强

度的增大也带来化工大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方面

的布局加快，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为持续发展打下良

好基础。 

  三是生态优先、绿色低碳成为化工大企业发展的主旋律。

化工大企业积极响应党和国家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企业总体规划，充分发挥自身产业链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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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制订发布绿色发展行动计划，纷纷布局新能源产业，结合

自身业务特点，提出发展新能源、清洁替代产品等绿色转型的

路径，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二）化工资本市场交投活跃度持续提升，化工上市公司

500 强表现优异 

资本市场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晴雨表。2021 年，化工资本市

场异常活跃。世界经济复苏推动原油价格上涨、能源上涨助力

采掘炼化板块受益、化工板块盈利创下历年最好水平、新兴产

业板块全面井喷、资本领域改革提升行业高质量发展、石油化

工行业备受各机构青睐。行业实现利润总额创行业历史最高水

平，销售收入利润率创近十年新高，展现了全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本质性变化。 

（三）迈向世界一流企业的建设取得新进展 

8 月 3 日，2022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揭晓，中国

石油和化工行业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中国能源化工企业有

19 家上榜，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跻身前五强，上榜的大部分化

工企业的排名都有所上升，总体上说，2022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上的中国化工企业数量稳定、规模继续扩大。榜单显

示，中国化工企业在成长性、市场潜力、发展前景、发展空间

等方面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能源化工

企业处在改革重组的关键阶段，全球化工产业链正在重组，全

球企业竞争规则也将重构，未来的中国化工企业必然将面临更

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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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化工企业综合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仍较为突出 

尽管我国石油和化工企业发展已经取得重大成就，有不少

企业规模已经进入世界前列，但是以世界一流的国际竞争力的

综合性标准来衡量，行业中真正能够引领全球科技和产业发展

的一流企业还是少而又少，综合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仍较为突出。 

《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的数据，可以了解全球最大企业

的最新发展趋势，深入了解中国和世界大公司的竞争趋势、优

劣势和潜在差距。通过对标分析发现，我国石油和化工大企业

与国际先进水平的主要差距集中表现在发展战略、创新能力和

经济效益三个方面。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能陶醉于企业数量的世界第一，从发展质量上看，离世界一

流企业差距还是不小的，尤其从利润指标这一角度考虑，差距

非常明显。 

榜单显示，中国最能赚钱的化工公司，依然排不进世界 500

强中最赚钱的前 50家企业。这里面既有如沙特阿美、俄罗斯天

然气和巴西石油这样的国家石油公司，又有埃克森美孚、壳牌

这样的国际石油公司，但来自中国的能源化工企业无一进入这

一榜单。反而是在世界 500 强企业亏损榜里，24家企业有 9 家

中国企业上榜，其中 8 家都是能源化工企业，占了亏损榜的三

分之一，这足以说明当前中国能源化工企业“大而不强、盈利

欠佳”的窘境。 

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步伐 

（一）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石油化工行业的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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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战略。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将建设一批大企业、大集团作为加快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战略，为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 ，

化工部确立了建设“大企业、大集团、大基地”的三大战略，

全行业以此为目标进行了不懈努力。中国化工企业 500 强发布

活动就是落实中央和化工部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具体措施，是

全行业和化工 500强发布活动的初心使命。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

大”“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今年 2月 28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4次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世界一流企业“产品卓越、品牌卓著、

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 16字方针，为如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

企业和深化企业改革提供了遵循。加快建设一批世界一流企业，

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国际国内“两个大

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大背景下，作出的重大部署。 

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宏伟蓝图和实现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

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企业，实现由化工大国向化工强国跨越指明了前进  

方向！ 

（二）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要做好当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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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在重组，全球企业竞争规则也将重构。

未来的中国化工大企业必然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疫情反复，

在不确定性的时代，企业经营面临着各种冲击和诸多挑战。如

何逆势而上、破局制胜，是当前很多企业亟待破解、攸关存亡

的重要命题。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全球企业发展新趋势，看到

我们化工大企业与美国等全球大企业的差距，采取得力措施，

积极应对新的竞争和新的挑战。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发展战略研究，进一步

明确企业发展方向；要努力打造优质卓越的产品，不断调整产

品结构，促进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要努力发展优异和卓著的民

族化工品牌，坚持客户至上原则持续扩大品牌影响；要努力实

现和保持创新领先优势，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大幅提升创新能力；

要努力推进治理现代，不断探索科学有效的企业管理模式与治

理方式，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要对标世界一流企

业，不断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要推动企业加快“走

出去”步伐，大力实施人才兴企战略，不断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要弘扬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优良传统，努力建设和发展优秀企

业文化；着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彰显企业家作用，培养和造就

一大批优秀企业家；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为加快建设一流企

业提供坚强保证。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蹄疾步稳，快马加鞭，

力争用 5～10 年时间，使行业的创新能力和水平居世界前列，

形成一批国际化经营能力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建成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化工基地和现代产业集群，培育一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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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早日实现化工强国目标奠定坚实的 

基础。 

（三）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引领世界一流企业

创建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中，谁来领

导和主导，才能保证方向不偏、路径不乱、意志不衰减？这是

一个重大课题。只有立足国情、立足自我，明确创建世界一流

企业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来主导，在创建中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才能确保创建工作的正确方向，才能坚定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扎实推进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四）接续办好化工企业 500 强发布活动，助力建设世界

一流企业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新时代、新起点、再出发”。在

纪念化工 500 强发布活动 20 周年的时候，我们深切地感到，

化工 500强活动在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和企业管理提升中具有

重要地位和作用，化工 500强活动的定位、宗旨、目标、任务

与党中央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大决策高度契合。中国作为化

工大国，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不仅是少量的几个领军企业的任务，

更需要一个群体共同努力，共同进步，从而带动行业的发展，

这个群体就是中国石油和化工 500强企业！ 

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将按照“行业性、国

际化、权威发布”的定位，丰富内容，创新形式，努力打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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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权威的石油和化工企业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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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共同努力，进一步做好“中国石油和化

工企业 500 强”这一行业品牌，为推动石油和化工企业做大做

强做久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希望所有入围化工 500 强的企业进

一步发展壮大，踏上新征程，肩负新使命，向着建设世界一流

企业的目标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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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信，有各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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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