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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文件

中石化联企发（2019）233 号 

 

关于申报 2019 中国石油和化工 
民营企业百强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石油和化工民营企业百强申报和发布作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的重点工作，自 2014 年以来已连续开展了 5年。随着民营经济在

石化行业作用越来越显著，这项工作也日益受到政府、民营企业和社

会各界的重视。为了做好 2019 中国石油和化工民营企业百强发布活

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将开展第 6 次民营企业百强申报和发

布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申报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实行自愿申报与调研相结合，征求意见与专家组核定相结

合，审计数据与公开数据相结合的原则； 

（三）百强申报和发布工作每年一次。 

二、发布项目 

2019 中国石油和化工民营企业百强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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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石油和化工行业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和股份有限公司; 

（三）下设多个子公司的集团企业，若主要从事石油和化工业务

的子公司已经申报，集团公司不再纳入申报范围。 

四、填报要求 

（一）下设多个子公司的集团企业，其各项经济指标应按照国家

企业会计制度中有关合并报表的规定上报； 

（二）营业收入总额指企业的所有收入，即主营业务和非主营业

务、境内和境外的收入； 

（三）请企业根据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

经营情况填报，申报表须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亲自签字、加盖单

位公章方为有效； 

（四）申报单位必须提供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或加盖第三方审核意

见的申报表； 

（五）企业对申报数据的真实性负责，并接受社会监督； 

（六）申报表一律打印，不得使用传真件、复印件和手写件，避

免出现差错； 

（七）相关文件可从国家石油和化工网（www.cpcif.org.cn）、国

家中小化工网（www.chemsme.org.cn）下载。 

五、工作程序 

（一）申报 

将申报表原件和审计报告于2019年10月15日之前报送至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小企业工作委员会，电子版发送至

cpcifcpcif@163.com； 

（二）专家核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委托中小企业工作委员会组成专家评

审组，对申报数据进行核定。 



（三）复核和征求意见  

按所在地区和所属专业进行复核并征求专业协会和地方行业协会 

意见。 

（四）公式 

将入围名单在国家石油和化工网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天。 

（五）发布  

将正式榜单报联合会审批后，举行发布仪式向社会公布，对入围 

企业颁发证牌，并在《中国化工报》、国家石油和化工网、国家中小

化工网等媒体上进行宣传报导。 

六、联系方式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小企业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安慧里四区 16号楼 922室 邮编：100723 

赵永泉  010-84885046      金博书 010-84885046 

史桂碧  010-84241496      邓  祺 010-84885448 

王朝晖  010-84885395      叶  楠  010-84885373 
邮  箱：cpcifcpcif@163.com 

 

 

附件：《2019 中国石油和化工民营企业百强申报表》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2019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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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中国石油和化工民营企业百强申报表 

 

 

 

 

企业名称                       （公章） 

 

企业法定代表人                 （亲笔签字） 

 

企业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制表 

二О一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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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申报主体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非公

有制经济成份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绝对控股企业、

外资绝对控股企业不在申报范围内）。 

2.此申报本着企业自愿参加、不收取费用的原则。请企业根据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经营情况填报。申报表需企业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人亲自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如无签字和公章一律退回。 

3.下设多个子公司的集团企业（母公司），其各项经济指标应按照国家

企业会计制度中有关合并报表的规定上报。已合并报表进集团（母公司）

的子公司，若集团公司已报，子公司不再进入调研范围。 

4.调研表一律打印，不得使用传真件、复印件和手写件，避免出现差错。 

5.《2019 中国石油和化工民营企业百强申报表》中： 

（1）营收总额：包括企业的所有收入，即主营业务和非主营业务、境

内和境外的收入。 

（2）缴税总额：指在中国大陆境内实际缴纳的税收总额，包括增值税、

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他各税种税收，不包括本企业（集团）

代扣代缴其他企业或个人的各种税收，也不包括教育费附加、文化事业建

设费等各项非税收收入。 

（3）研发费用：指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

项费用，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原材料和半

成品的实验费、技术图书资料费、研究机构人员的工资、研究设备的折旧、

新产品的试制、技术研究有关的其他经费以及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科研试制

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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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18 年度企业基本情况调研表 
企业名称 
（全称）  

纳税人识别号  企业成立时间            年    月 

企业注册地址 
（具体到县级）             注册资金               万元 

企业通信地址  邮   编   

企业网址  传   真  

 姓   名 职务（部门） 电话（区号） 手   机 

法定代表人     

填表人     

主营产品或服务

（按降序排列） 

主营 1 
占营收总额

比例 
             % 

主营 2 
占营收总额

比例 
             % 

主营 3 
占营收总额

比例 
% 

主营 4 
占营收总额

比例 
% 

指标（万元） 营收总额 
石油和化工类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 利润总额 缴税总额 税后净利润

2018年12月31日       

指标 研发费用 
固定资产投资
（累计） 

固定资产
投资 

（当年）

净资产总额 
（所有者权益） 

出口总额 
（万美元） 

年末员工人数
（人） 

2018年12月31日       

企业典型事迹、典型经验综合材料（可另附纸）： 

1、企业基本情况； 

2、企业管理、投资、发展战略等情况概述； 

3、企业创新发展情况； 

4、企业 2018 年度社会公益、责任关怀等重要事迹概述（请列明具体项目、金额等）； 

5、企业走出去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情况； 

6、企业目前遇到的困难以及采取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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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018 年度企业发展与管理情况调研表 

 

一、企业管理、投资、发展战略情况 

1. 2018 年企业新增投资额为            万元。  

2. 2018 年企业新增投资资金主要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引入战略投资者     □股票市场融资      □债券市场融资 

□银行借贷     □民间借贷           □政府资助          □其他 

3. 企业采取的投资方式包括（可多选）： 

□本企业基础上扩建   □本企业技术改造     □新建企业     □兼并企业          

□参股企业           □参与基金投资（PE 或 VC）           □项目投资 

4. 2018 年企业发生了以下哪些重大事件（可多选)： 

□企业上市（□主板上市   □中小板上市   □创业板上市   □新三板上市   □境外上市） 

□国际并购（最大单项并购规模为：□100 万美元以下 □100 万-500 万美元  □500 万-1000

万美元   □1000 万-5000 万美元    □5000 万美元以上） 

□国内并购 （最大单项并购规模为：□500 万元以下  □500 万-1000 万元  □1000 万-5000

万元  □5000 万-2 亿元  □2 亿-5 亿元    □5 亿元以上） 

□转让本企业或旗下企业股权   □重大项目投产  □重大技术突破 

5. 企业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情况： 

   □节能环保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生物医药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业 

□新能源产业    □新材料产业           □新能源汽车产业    □物联网产业 

二、企业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情况 

1． 企业共有国内商标的有效注册数量是       个，共有国外商标的有效注册数量是        个。 

2. 企业本体及其下属公司中有_______个被认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有______个被认定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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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高新技术企业。            

3．截止到 2018 年底，企业共有国内有效专利        项，其中：有效发明专利        项 

企业共有外国有效专利        项，其中：有效发明专利        项  

4．2018 年，企业获得各级政府科技资金支持总额为        万元，占本企业研发费用的比例： 

□小于 1%      □1% -5%   □5%-10%    □10%-30%    □大于 30%   □无 

5．研发人员占员工人数比重为        %。 

6．截止到 2018 年底，企业获得奖项（可多选）: 

□         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奖项名称及获奖等级是：                                         

□         年省部级科技奖励，奖项名称及获奖等级是：                                          

7．企业关键技术来源（可多选）： 

   □自主开发与研制  □产学研合作   □模仿   □引进技术   □引进人才   □并购企业   

□企业合资        □其他（请注明）                                                    

8. 企业制定国际、国家或行业标准情况：   

□牵头制定国际标准（     ）项  □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项 

□牵头制定国家标准（     ）项  □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项 

□牵头制定行业标准（     ）项  □参与制定行业标准（    ）项 

□不存在上述情况 

牵头制定标准名称分别是                                                              

9．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获得了国家有关部门的何种认定（可多选）： 

□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实验室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省部级工程实验室   □省部级企业技术中心   □省部级工程研究中心 

□其他认定（请注明）                                        

10. 企业是否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展合作：□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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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开展合作，形式是：□共建研发机构  □共建学科专业  □开展项目合作  □其它 

开展合作的科研单位名称：                                                         

开展合作对企业技术创新支持作用：□很大  □一般  □无 

未开展合作原因： □企业不需要  □科研院所和高校无积极性  □信息不对称   

□其它                                                                   

11. 2018 年，企业研发支出主要在哪些方面（可多选）： 

        □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技术研究    □新材料或新技术开发      

        □工艺或流程改进   □环境保护        □其他  

12．2018 年企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主要有哪些方面？（可多选） 

        □网络化协同创新（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协同的研发创新模式） 

        □产品智能化（进行产品智能化转型，建立“可感知、可计算、可交互”的智能化产品） 

        □智能化生产（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开展智能化生产） 

        □个性化定制（基于互联网获取用户个性化需求，实现低成本大规模定制） 

        □工业企业服务化转型（通过实时监测，提供远程维护、性能改进等服务） 

        □建立双创服务平台（建立面向全社会的研发测试、创业培训、投融资、创业孵化等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服务平台） 

        □都没有 

13.企业牵头和参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情况： 

□牵头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家 

□参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家 

□无 

牵头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名称：                                                       

14.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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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已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无 

三、企业营商环境情况 

    1.2018 年以下哪些环境因素对企业发展影响较大？（可多选）  

        市场环境：□国内市场需求不足  □出口订单减少   □人民币汇率变动  □土地供应紧缺 

                  □融资难融资贵     □用工成本上升   □能源供应紧张    □其他 

        政策政务环境： 

□税费负担重    □“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民间投资政策实施细则落实不到位      □垄断行业开放度不高 

                  □垄断行业门槛过高   □节能减排压力大  □公共服务不到位  □其他 

        法治环境：□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不够    □市场秩序不够规范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    □依法行政不够规范  

                  □民营企业在司法审判中的平等地位不够  □其他 

        政商环境：□对民营经济的负面舆论较多  □政府沟通不畅  □政府干预过多   

□地方政府诚信缺失   □地方保护主义  □政府官员懒政、怠政   

□政府官员存在吃拿卡要现象  □政府官员帮扶企业意识差  □其他 

    2.2018 年企业营商环境改善的情况： 

        市场环境：     □明显改善  □有所改善    □无改善 

        政策政务环境： □明显改善  □有所改善    □无改善 

        法治环境：     □明显改善  □有所改善    □无改善 

        政商环境：     □明显改善  □有所改善    □无改善 

四、企业需求情况 

1．是否有与行业主管部门直面交流沟通的需求？       □是    □否 

2．是否有重大、疑难、再审案件的法律权威咨询需求？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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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否有财税顾问服务需求？                       □是    □否 

4．是否需要行业专家协助分析项目并进行技术指导？   □是    □否 

5. 是否属于 LPG 或 LNG 领域内相关企业？             □是    □否 

所涉及的具体产品是               

6．主要进口国家或地区是             ，主要出口国家或地区是            

7．是否有其他出口意愿？                           □是    □否 

主要意向国家或地区是                    

8．是否有环保舆情监测、环保问题危机公关和环保事迹媒体宣传方面的需求？□是    □否 

9．是否有对外战略投资或收购需求？                 □是    □否 

投资方向： □石化行业     □其他行业                 

10．是否有股权融资、增资扩股、资产转让需求？      □是    □否 

11、是否需要协助安排在京就医？                    □是    □否 

12．是否有其它方面的需求？  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