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4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国际交流与外企委员会（简称“外资委”）2022年度

会员大会线上召开，约百名跨国公司代表线上出席了会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

长傅向升在线出席。石化联合会党委常委、副秘书长，外资委秘书长庞广廉通过视频形式主

持了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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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针对大家所关注的全球经济持续下行、形势日益严峻、跨国公司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

问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傅向升先生做了重点报告。他讲到，从前三季度的

经济数据看，今年石化行业的经济运行表现出“一喜三忧”：“一喜”是中国石化行业今年仍将

是一个收获不错的年景。今年前9个月的经济指标超出了年初的预期，石化全行业实现营业

收入12.25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9794.3亿元，同比增长7.6%；进出口总

额7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27.4%。但是，一是炼油板块表现令人担忧。今年前9个月，油

气板块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8.5%、利润同比增长1.12倍；化工板块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4.7%、利润同比增长0.3%；而炼油板块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1.7%、利润同比下降65.6%。

二是业绩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主要表现在利润水平的下滑。进入下半年以后，收入增速变

化不大，但利润的增速急速下滑：上半年全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4.0%，1-7月增速

16.5%、1-8月增速10.9%、1-9月增速7.6%、1-10月变成3.2%，4个月利润的增速下滑幅度

20.8%。尤其是化工板块由上半年的增长14.1%，到前9个月的同比增长0.3%，下滑为前10

个月的同比下降4.4%、本年度内首次由正转负！三是化工型公司业绩令人担忧。因为今年

的特殊经济背景，尤其是原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价格高企，能源化工公司也呈现出业绩分

化：化工为主的公司盈利变差，而能源为主的公司盈利大增。

当前和明年经济面临的“三大挑战”包括：一是全球经济下行日益严峻。二是愈合俄乌冲突对

产业链供应链造成的冲击需要时间。三是主要石化产品价格在波动中下行压力加大。明年重

点要把握住“四大机遇”：一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的新机遇。二是科学精准优

化疫情防控新变化的新机遇。三是落实“十四五”规划关键之年的新机遇。四是中国强大市场

需求和潜力的新机遇。

外资委的产业政策工作组、法规工作组、沟通工作组和可持续发展工作组以及秘书处分别汇

报了2022年外资委的工作报告和2023年的工作计划。在第五届执委会的领导和78家会员企

业的支持下，2022年度，外资委秘书处围绕行业发展重点问题、联合会重点工作和会员企

业的重点诉求，通过产业政策、法规事务、对外沟通、可持续发展四大工作组以及碳交易与

碳中和、化学品管理、废塑料可持续利用等十几个课题组，就双碳政策、能源转型、危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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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化学品管理、塑料循环经济、公众沟通和行业形象等议题，积极搭建政企沟通平台，

在协助会员前期深度参与政策前期研究与交流，反映企业政策法规诉求，促进中外企业交流

合作，提升行业形象等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更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向。

2022年，外资委积极组织会员参与政策推动和意见反馈，助力优化我国石化行业营商环

境。推动原料用能政策落地，以及从能耗总量向能耗强度管理转移；征集会员企业对《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意见并反馈给主管部门；跟进消费税立法进程推促科学的成品油税

收征管体系；推动会员深入理解《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围绕“新污染治理”开展会员服

务工作；组织外资委会员企业，积极参与石油化工行业ESG工作；为塑料颗粒不被国际海

事组织列入海运危险货物积极行动；《化工行业社区沟通行动手册（2022版）——TFSC最

佳实践经验案例集》推广最佳实践，为行业实现高效社区沟通提供行动指引，并将开展“学

习坊”赋能；2022女性领导力论坛，了解业内女性生存现状，助力女性业内发展；以“可持续

城市建设”为议题的第四届大学生化工创意设计挑战赛决赛圆满收官；成立“废塑料热裂解油

团标项目”，绿色再生塑料供应链（GRPG）稳步发展；“双易”设计持续扩展，从源头助力解

决废弃料回收和高值化利用的“瓶颈”问题，绿色再生塑料规范体系“再”字标识正式发布，发

起软塑新生—消费品塑料软包装全链条回收利用项目等系列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果。外资委充

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促进在华石油化工行业的跨国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石化联合会党委常委、副秘书长，外资委秘书长庞广廉向与会代表介绍了2023年中国国际

石油化工大会将于2023年9月在宁波召开的会议计划；国际合作部副主任、外资委副秘书长

朱良伟向会员企业汇报了2022年亚洲炼油和石化科技大会的会议盛况，2023年该会议计划

于6月中旬举办。

液化空气中国大工业副总裁胡大明先生、卡博特副总裁、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及功能性补强材

料中国区业务总监王维琤女士、赢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兼智能材料业务部

亚太区高级副总裁夏赋良先生、亨斯迈集团聚氨酯亚太总裁潘律民先生、埃克森美孚（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万立帆先生、霍尼韦尔特性材料和技术集团副总裁兼亚太区总经理

刘茂树先生、三菱化学（中国）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野间元雅也先生、壳牌集团化

工和炼化产品业务副总裁陈琳女士、索尔维投资有限公司行政副总裁、大中华区总经理孙立

宏先生、科慕投资（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薄蕾女士以及来自巴斯夫、bp、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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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29)

我来说两句

创、陶氏、埃克森美孚、塞拉尼斯、帝斯曼、三井化学、诺力昂、沙特基础工业公司、道达

尔能源、瓦克化学等跨国公司的近百名高层领导和代表们出席了本次会议。

外资委长期致力于与各跨国公司会员企业同心携手，助力每一家会员企业在中国的成长和可

持续发展。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发布于：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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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唐山中德合作唐山和曹妃甸德国离岸中心揭牌仪式圆满
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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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科技荣获“2022中国年度最佳雇主成都3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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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科技 · 今天 09:40

辛巴直播间再遭封禁网红带货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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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跟随美国脚步后，沙特转身找上俄罗斯，强调加强能源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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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红星美凯龙陈凯：以专业化和品牌化赋能家居企业，抢
抓机遇深耕下沉区域市场

封面新闻 · 今天 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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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的职场门槛，该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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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味小柒 · 今天 09:38

1药网，管理效率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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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颈鹿看世界 · 今天 09:38

大航海头条：TikTok 默认限制青少年每天可刷 1 小时视频

出海e家 · 今天 09:37

女性招聘专场，万达为万千女性带来就业机遇

楼市商闻 · 今天 09:37

大韩航空一客机发现实弹，218名乘客紧急疏散

证券时报网 · 今天 09:36

最高获5000万FOF投资！2023年第二届山证杯量化私募大
赛盛大开启

私募排排网 · 今天 09:35

喜讯！吉谷电器被评为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南都生活 · 今天 09:34

王沪宁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网上冲浪小能手 · 今天 09:33

美国前军官：西方对“北溪”的新说法站不住脚

看看新闻Knews · 今天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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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商33年回本，陆正耀提着镰刀重做咖啡？

金角商业评论 · 今天 09:33

或颠覆美总统大选格局？特朗普可能面临刑事指控

看看新闻Knews · 今天 09:33

同路者同行！2023“火伴计划”北京站结伴话课后

鸿合三点伴 · 今天 09:32

吴晓梅：精品咖啡的“Seesaw模式” | 福布斯中国女性

福布斯 · 今天 09:32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选举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
委员

网上冲浪小能手 · 今天 09:32

注意！你的这种银行卡要被清理了！

桂林晚报 · 今天 09:32

高校为治学生赖床推出半价早餐，早上7点半前均为半价

搜狐城市-苏州 · 今天 09:32

深入剖析，2023年餐饮业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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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阁 · 今天 09:30

美财政部制裁5家中企和1名个人，外交部：坚决反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 今天 09:28

奋进强军，从春天再出发

央广网 · 今天 09:28

钟华论：民族复兴的领路人亿万人民的主心骨

中部城市生活指南 · 今天 09:27

3月10日收评：A股，下周能否企稳反弹？

老船长118 · 今天 09:26

2022年中国轮胎产量及行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图）

中商产业研究院 · 今天 09:26

一隅一景皆春光

江南水乡生活见闻 · 今天 09:25

NASA将于3月15日揭晓新型航天服，称其将助宇航员长期
驻留月球

九派新闻 · 今天 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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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人员每天的心情是什么？加入1040阳光工程他们最怕什
么？

心灵感受生活 · 今天 09:21

传销1040阳光工程之谎言篇：他们说的合法，视频等是真的
吗？

我的篮球梦 · 今天 09:21

传销1040阳光工程，进去的人要怎么解救出来？看专业反传
师怎么说

随心所欲的生活 · 今天 09:21

通胀降温是假象？纽约联储模型显示通胀压力将比预期更持
久

智通财经APP · 今天 09:21

【学习】收藏！九图读懂宪法宣誓

大西北消息速览 · 今天 09:21

抖音小店无货源还能玩吗？发展前景如何？6年电商老玩家
来揭秘！

电商小一 · 今天 09:48

原平农商银行薛孤支行：抓好三个关键做好反诈宣传

搜狐城市-忻州 · 今天 09:21

一记全垒打震惊日本队，年轻的中国棒球回归世界大赛舞台

搜狐城市-苏州 · 今天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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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康”后迎来过敏季，不少人这次过敏症状更加严重了？

中部城市生活指南 · 今天 09:18

受强冷空气影响，周末贵州将降温又降雨

贵阳网 · 今天 09:18

现代化智能粮仓：打造“一站式”粮食全产业链

洞庭湖边那些事儿 · 今天 09:17

价值榜 | 上市房企经营安全测评2月榜：中海稳健经营，正
荣、祥生表现不佳

搜狐财经 · 今天 09:16

支持18种外币现钞！离行式数字人民币兑换机来了

央广网 · 今天 09:15

中印外长谈了45分钟，先礼后兵我们做到了，边境要做好冲
突准备

卢忠诚TALK · 今天 09:14

全国人大代表萧志伟：利用“中葡平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海
洋经济发展

环球网 · 今天 09:11

执法交流促进步经验分享共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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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高原生活指南 · 今天 09:10

不负美好春光，发改“植”得期待

中部城市生活指南 · 今天 09:10

网络货运助力传统物流迈向数智化升级

大道成物流科技 · 今天 09:08

3月10日深天马A（000050）龙虎榜数据：北向资金净卖出
2055.96万元

证券之星 · 今天 09:07

美国农业部重新定义“美国制造”，谁买单？谁得利？

搜狐网地方资讯 · 今天 09:05

日本福岛一压缩燃气罐工厂发生爆炸现场黑烟滚滚

北京日报 · 今天 09:05

著名主持人李咏：家庭美满，事业有成，50岁却带着遗憾撒
手人寰

文欣娱乐 · 今天 09:05

关于参观2022中国国际轴承及其专用装备展览会引发的思考

轴承知识文库 · 今天 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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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集团2022年净收入破万亿元京东汽车依托数字化践行
汽后领域“以实助实”

中国电子报 · 今天 09:05

【转载】一图读懂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两广大地那些事儿 · 今天 09:04

武汉交警最新提醒！周末这些地方将实施交通管制，“避堵”
攻略请查收

九派新闻 · 今天 09:04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活跃效率和质量有望不断提升

商业观察杂志社 · 今天 09:04

儿子沉迷手机爸爸逼他连玩17小时，这种方式真的有用吗？

科技生活快报 · 今天 09:02

2023年全市统战部长会议召开

江南水乡生活见闻 · 今天 09:01

从博格坎普到库蒂尼奥！盘点那些年被国际米兰贱卖掉的球
星们！

漫漫de旅行 · 今天 08:59

京东净收入首破万亿元，徐雷首谈百亿补贴背后的低价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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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时报 · 今天 08:58

如何通过数字化构建信用合约新格局？无鸭给出答案

无鸭信约 · 今天 09:46

九方财富登陆港股，业绩亮眼，市值逼近80亿港元

上海证券报 · 今天 08:57

中国援柬中医医疗队赴暹粒义诊

三秦都市报 · 今天 08:57

三大利空！A股大跌恒生科技暴跌4%，今晚重磅数据全球股
市或大跌

看财经 · 今天 08:52

美国硅谷银行陷流动性危机，“大坝开始决堤了吗”？

极目新闻 · 今天 08:49

迪士尼或减少漫威电影续集数量

九派新闻 · 今天 08:42

中企孟铁项目首段路基移交铺轨

中工网 · 今天 08:42

赵乐际当选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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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日报 · 今天 08:41

上海超导总工直言：“高压室温超导”距离实际应用还很遥远 |
新科普

上观新闻 · 今天 08:35

鹤壁支队广泛发动社会单位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及灭火应急疏
散演练

中部城市生活指南 · 今天 08:32

俄央行：去年俄境内个人购买人民币达1380亿卢布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 今天 08:32

将时鲜做成预制菜，这场“内卷”会是中国农村的新机遇吗？

观察者网 · 今天 08:24

新涛受邀参加深圳坂田街道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交流会！

新涛控股 · 今天 08:23

利空影响，大盘再次跳水大跌！A股3200点还能守得住吗？

财斯基 · 今天 08:22

美股拖累，港股重挫，中概互联网ETF跌超5%

格隆汇 · 今天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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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阶而上万物向阳——华为宁夏合作伙伴在银川汇聚

宁夏新闻网 · 今天 08:21

硅谷银行暴雷引发美股下挫

JerryZang · 今天 08:11

167人涉疫轻微不再被起诉！已判决生效的会继续执行！

极目新闻 · 今天 08:09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大西北消息速览 · 今天 08:08

财富一夜暴涨9.1亿美元！“这国首富”出生中国天津上市美股
实现“大幅度转亏为盈”

FX168 · 今天 08:08

1219万美元！创众筹新记录，这个新晋独角兽是如何在海外
“狂飙”的？

创业邦 · 今天 08:08

1000家门店接入即时零售苏宁易购速达业务覆盖全国175城

投资时报 · 今天 08:06

光刻胶龙头股价3天涨超60% 交易所“关注”容大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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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青网 · 今天 08:05

股市三点钟|三大股指齐跌近4300股飘绿

北京商报 · 今天 07:55

根河市召开2022年度社会组织年检政策解读会

草原古都生活宝典 · 今天 07:55

郭艾伦今晚有望复出山东新外援到位辽宁能否复仇？

中国篮镜头 · 今天 07:53

专访全国政协委员、美锦能源董事长姚锦龙：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作用打造国家级氢能...

每日经济新闻 · 今天 07:52

已经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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