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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使命 

為美好生活加油 

企業願景 

建設國內領先、世界一流煉化企業

企業核心價值觀 

人本、責任、誠信、精細、創新、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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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致辭

過去的一年，全球經濟仍處在調整狀態的大背景下，

我國石化行業運行總體保持平穩，主要產品消費平穩增

長，煉油效益改善，但是影響行業經濟運行的因素依然存

在，投資下降，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全行業仍呈築底

盤整的態勢。

過去的一年，公司積極應對國際油價震盪波動、市場

競爭日益激烈的嚴峻形勢，爭當轉方式調結構排頭兵，努力

抓好安全環保、生產運行、隱患治理、降本減費等工作，圓

滿完成各項生產經營任務，利潤總額取得歷史性突破，實

現了“十三五”發展的良好開局。2016年，本集團全年實現

營業收入778.94億元，合計繳納稅收142.23億元，在上海

2016年工業稅收排名前100位企業名單中列第3位。集團

全年完成商品總量1283.06萬噸，為社會提供能源保障和

優質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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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努力提升經營業績的同時，把履行社會責任融

入到生產經營活動的每一個環節，致力於“用最好的回報社

會”，注重加強社會責任管理，堅持發揮產業優勢，促進企

地聯合發展和與各方的合作共贏，為社會發展加油助力。

公司更加注重誠信規範，把守法經營、誠信經營落到

實處，堅持“每一滴油都是承諾”，牢固樹立誠信立企、誠

信治企、誠信興企的思想，為公司樹立良好品牌形象。

公司更加注重安全生產和綠色環保。公司全面貫徹綠

色發展理念，分解落實安全生產主體責任，大力開展污染

物減排和區域環境整治，加強危險化學品管理，保持重大

安全生產及環境污染事故零記錄。全年工業廢水排放量同

比下降15.97%，COD排放總量同比下降6.18%，氨氮排放

總量同比下降6.17%，SO2排放總量同比下降9.74%，氮氧

化物排放總量同比下降7.27%，較好地完成了年度目標。

公司更加注重創新驅動發展。公司智能工廠建設成

功入圍國家智能工廠示範項目，公司重點抓好高附加值新

產品研發和市場推廣，全年公司共開發生產新產品23.71萬

噸；申請專利55件，獲得專利授權36件。

公司更加注重與社會各界的廣泛合作。公司高度重視

投資者關係管理，注重保護中小投資者權益。公司不斷創

新“公眾開放日”活動的內容和形式，與周邊區域開展廣泛

的環境治理合作。公司堅持做好供應鏈利益相關者的共同

發展，形成合作共贏新格局。

公司更加注重保障公司員工的各項切身利益，倡導

“為企業增效，為員工增值”，暢通員工成長路徑，為員

工提供一個平等的發展平臺，保持了企業發展環境的和

諧穩定。

公司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社會的認可，2016年，公司

榮獲全國化纖行業“十二五”最具技術創新突破獎、新聞

宣傳先進單位、“公眾開放日”活動示範單位等榮譽稱號，

公司員工陸定良獲評上海市首批工匠。在第二屆中國（上

海）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峰會上，公司社會責任發展指

數得分超過80分，榮膺六家最高等級“社會責任五星級企

業”之一。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展望 2 017年，公司將按照

“十三五”規劃提出的目標，堅定不移實施“價值引領、創

新驅動、資源統籌、開放合作、綠色低碳”發展戰略，聚焦

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細化工作措施，積極打造企業發展

新優勢，建設成為人民滿意、世界一流的能源化工公司。

回顧過去，公司的發展離不開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和

奮力拼搏，更離不開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衷心感謝各界

朋友的理解、關心和支持。展望未來，我們將不斷努力，為

實現“中國夢”加油助力，殷切期待社會各界繼續關注我

們的最新動態，共創輝煌，共贏未來！

2017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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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責任績效表

經濟
指標 單位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資產總額 億元 341.24 280.22 311.46

營業收入 億元 778.94 808.03 1021.83

利潤總額 億元 77.65 42.09 -9.14

發明專利申請量 件 55 53 53

客戶滿意度 % 96.22 95.33 95.7

產品抽檢合格率 % 100 100 100

網上採購率 % 100 100 100

廠家直供率 % 97.5 97.6 95.3

合同履約率 % 100 100 100

供應商通過 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認
證比例 % 38.61 34 30.46

社會
指標 單位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納稅總額 億元 142.23 160.28 122.28

反商業賄賂培訓覆蓋率 % 100 100 100

非正式員工占比 % 10.33 9.96 12.05

女性員工占比 % 26.47 27.6 28.92

勞動合同簽訂率 % 100 100 100

集體合同覆蓋率 % 100 100 100

社會保險覆蓋率 % 100 100 100

女性管理者比例 % 17.81 16.65 16.5

職業病發病率 % 0 0 0

職業安全健康培訓人數 人 8798 7258 7756

體檢覆蓋率 % 98.92 98.55 98.36

困難員工幫扶投入 萬元 150 170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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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指標 單位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員工年工傷死亡率 % 0 0 0

員工年重傷率 % 0 0 0

重大火災爆炸事故 起 0 0 0

重大環境污染事故 起 0 0 0

重大職業病危害事故 起 0 0 0

重大化學品洩漏事故 起 0 0 0

重大交通事故 起 0 0 0

重大責任事故 起 0 0 0

百萬工時死亡率 % 0 0 0

安全生產投入 萬元 23508.3 22346.5 20273.0

環境
指標 單位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環保總投資 萬元 17110 35670 34621

外排廢水綜合達標率 % 100 100 100

外排廢氣達標率 % 100 100 100

固廢妥善處置率 % 100 100 100

COD排放量同比變化率 % -6.18 -0.69 -26.07

氨氮排放量同比變化率 % -6.17 0.98 -14.81

SO2排放量同比變化率 % -9.74 -4.08 -25.11

氮氧化物排放量同比變化率 % -7.27 -9.63 -23.51

外排廢水量同比變化率 % -15.97 -4.00 -4.94

外排廢氣同比變化率 % -2.88 -5.28 -6.35

重大化學品洩漏次數（量） 次 0 0 0

工業用水重複利用率 % 97.38 97.38 97.30

同比節水量（新鮮水耗） 萬噸 224 75 361

污泥綜合回收利用量 萬噸 1.53 2.06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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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中國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上海石

化”或“公司”）位於上海市金山區金山衛，是中國最大的

煉油化工一體化綜合性石油化工企業之一，是中國發展現

代石油化學工業的重要基地，擁有獨立的公用工程、環境

保護系統，及海運、內河航道、鐵路運輸、公路運輸配套設

施。公司的前身是創建於1972年的上海石油化工總廠，並於

1993年作為中國第一批股份制規範化改制試點企業之一，

在上海、香港、紐約三地上市。目前，上海石化的總股本為

108億股，其中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4.6億股

（A股），占總股本的50.56%。境內人民幣普通股73.05億

股（A股），占總股本的67.64%；海外上市外資股34.95億

股（H股），占總股本的32.36%。

目前，公司產品涵蓋煉油、化工產品、塑料和合成樹脂

及合成纖維四大類，其中石油產品包括：汽油、柴油、航空

煤油、液化石油氣等；化工產品包括：乙烯、丙烯、丁二烯、

純苯、對二甲苯、精對苯二甲酸、乙二醇、環氧乙烷、醋酸乙

烯等；合成樹脂及合纖聚合物產品包括：聚乙烯、聚丙烯、聚

酯、聚乙烯醇等；合成纖維產品包括：腈綸、滌綸短纖維、滌

綸長絲等。公司以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區域之一的華東地區

為主要產品市場，並積極拓展海外市場。在2016年，公司已

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環

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載列的“不遵守就解釋”條文。

華東地區為主要產品市場。

合成纖維

中間石化產品

樹脂與塑料

石油產品

營業收入
779億元

納稅總額
142億元

加工原油
1430萬噸

成品油供應
836萬噸

職工總數
11088人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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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戰略

企業文化

公司積極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理念，堅定不移實施“價值引領、創新驅動、資源統籌、開

放合作、綠色低碳”發展戰略，秉持“為美好生活加油”的

企業使命，按照國家總體發展戰略和產業佈局策略，低成本

與差異化兼顧、規模化和精細化並重，側重上游低成本、

公司以“艱苦創業、科學求實、團結進取、忘我獻身”

的“金山精神”作為凝聚和激勵全體員工的精神紐帶，傳承

“挑戰先進，精細管理”的工作理念，以不受圍牆束縛、不

背歷史包袱、不找任何借口、不怕承擔責任的文化基因，推

動企業持續創新增效；以居安思危、艱苦奮鬥的創業情懷，

規模化，下游高附加值、精細化，充分發揮公司產品鏈寬、

產品多樣化且靠近市場的優勢，致力於成為人民滿意的企

業，致力於成為世界一流企業，致力於成為綠色高效的能

源化工企業。

崇尚科學、勇於創新的求實作風，精益求精、爭創一流的進

取意識，服務社會、造福員工的和諧理念，推動企業持續創

先爭優；踐行“敬業守職做明白人、遵章守紀做老實人、明禮

守信做文明人”的職業規範，引導員工快樂工作，健康生活，

在成就企業、成就他人中，實現自我價值，達到互利共贏。

職業規範

敬業守職
做明白人

遵章守紀
做老實人

明禮守信
做文明人

核心價值觀

人本
以人為本，發展企業

精細
精細嚴謹，止於至善

責任
報國為民，造福人類

創新
立足引領，追求卓越

誠信
重信守諾，言出必行

共贏
合作互利，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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