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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美 好 生 活 加 油

企业初心和使命：
　　爱我中华 振兴石化　　为美好生活加油

企业愿景：
　　建设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司

企业价值观：
　　人本　责任　诚信　精细　创新　共赢

企业作风：
　　严　细　实

中国石化核心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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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简称

中国石化安庆石化公司），始建于 1974 年 7 月。作为安徽省最大的中央直属生产企业、最大的石化

产品生产基地，经过 45 年的生产建设和改革发展，企业规模逐步扩大，原油加工总量稳步增长，技术

经济指标不断提升，已发展成为年营业收入近 500 亿元、利税超百亿元的特大型石油、化工、化纤、

热电联合企业。

目前，公司拥有年综合加工能力 800 万吨的炼油装置，日处理煤 2000 吨的壳牌粉煤气化装置，

以及年产 33 万吨合成氨、21 万吨丙烯腈、7 万吨腈纶、10 万吨乙苯—苯乙烯等主要生产装置 70 余

套。同时拥有自备热电机组、油品化学品码头、卸煤码头、供水系统、厂内铁路专用线等配套的公用

工程、储运等附属设施。截至 2019 年底，公司在册员工总数 4394 人，固定资产原值 223.9 亿元，

净值 109.9 亿元。

“十三五”以来，公司始终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致力创新驱动、内涵发展，积极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着力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倾力打造安全环保、尽责开放的企业形象，努力实现更有质量、

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赢得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的信赖和肯定。自 2000 年上市和非上市分

立运行来，公司累计实现收入超过 4950 亿元 , 税费超过 930 亿元，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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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

经营效益

2019 年，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国内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装置运行末期问题突显等困难和挑战，

中国石化安庆石化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

“责任落实年”为主题，聚焦安全环保、优化运行、检修

改造三大任务，推进全面可持续发展。全年加工原料油

688.23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401.63 亿元，税费 105.26

亿元，各项业务均较好地完成了提质增效目标，企业保持

了持续向好的发展势头。

全年加工原料油

688.23万吨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01.63亿元

全年实现税费

105.26亿元

2019 年生产经营情况

市场保供

作为安徽省境内唯一一家炼化一体化生产企业，中国石化安庆石化公司承担了安徽市场

70％以上的油品保供任务。

全年，公司销售各类产品 664.50 万吨。剔除年底大修因素影响，成品油累计销售量刷

新历史记录。其中，汽油销量同比增幅 8.4%，高标号汽油销量同比增幅 24%。航煤销量同

比增幅 20.2%，产品覆盖了省内所有民用机场。

汽油销量同比增幅 8.4%

高标号汽油销量同比增幅 24%

航煤销量同比增幅 20.2%

公司销售
各类产品

664.5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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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

中国石化安庆石化公司坚持“每一滴油都是承诺”“质量永远领先一步”的质

量方针，严把油品质量关，切实履行国有大型企业应尽的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

会责任。从 2006 年开始，公司开展了管理体系一体化整合工作，2009 年通过三

星九千认证中心的一体化管理体系认证。目前，公司已将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

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测量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等融合一体，形成

一套优势互补、多元共享的管理体系。

2018 年 9 月 2019 年 3 月 2019 年 4 月

2019 年全年

汽、柴油国六质量升级成功。 成功调合出 98 号车用乙醇汽油。 成功调合 98 号车用汽油，标志着公司油品

质量升级再次迈上新台阶。

出厂产品合格率 100%，产品抽检合格率 100%，产品

质量事故为零。

 

 
 
 

质质量量管管理理体体系系认认证证证证书书  
  

注注册册号号：：03117Q20277R3L 

兹证明：中中国国石石油油化化工工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安安庆庆分分公公司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911334400880000771133998822886688MM 

注册/生产地址：安安徽徽省省安安庆庆市市高高花花亭亭  

办公地址：安安徽徽省省安安庆庆市市大大观观区区石石化化四四路路 2200 号号 

质量管理体系符合：GB/T 19001-2016/ISO 9001:2015 标标准准  

该质量管理体系适用于： 

 

  车车用用汽汽油油、、车车用用柴柴油油、、车车用用乙乙醇醇汽汽油油调调合合组组分分油油、、船船用用轻轻质质燃燃料料油油、、33号号喷喷气气燃燃料料、、

普普通通石石油油焦焦、、硫硫酸酸铵铵、、工工业业用用丙丙烯烯腈腈、、工工业业用用乙乙腈腈、、化化学学级级丙丙烯烯、、工工业业硫硫磺磺、、商商品品  

丙丙丁丁烷烷混混合合物物、、工工业业丙丙烷烷、、工工业业氮氮、、工工业业用用苯苯乙乙烯烯、、液液体体无无水水氨氨、、石石油油混混合合二二甲甲苯苯  

的的生生产产；；腈腈纶纶短短纤纤维维和和丝丝束束、、收收缩缩型型腈腈纶纶短短纤纤维维、、扁扁平平腈腈纶纶短短纤纤维维的的研研发发与与生生产产  

（（产产品品、、活活动动、、场场所所见见附附件件））  

 

CERTIFICATE OF CONFORMITY OF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Certificate  03117Q20277R3L 

This is to certify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SINOPEC AN'QING COMPANY  

Unified social credit code: 91340800713982868M 

Registered/Production Add: Gaohuating,Anqing City,Anhui Province,China 

Office Add: No.20 Petrification Four Road,Daguan District,Anqing City,Anhui Province,China 

is in conformity with GB/T 19001-2016/ISO 9001:2015 standard 

This certificate is valid to the following product(s)/service 

 
Production of motor gasoline, automotive diesel, ethanol gasoline blending  

components oil, marine light fuel oil, 3# jet fuel, common petroleum coke,  

ammonium sulfate, industrial acrylonitrile, industrial acetonitrile, chemical grade  

propylene, industrial sulfur, commodity propane & butane mixture, industrial propane, 

industrial nitrogen, industrial styrene, liquid anhydrous ammonia, petroleum mixed  

xylene; Research &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acrylic staple fiber and tows,  

contraction type acrylic staple fiber and applanation acrylic staple fiber 

(products, activities, places refer to accessories) 

 

注注:: 在在一一个个认认证证周周期期内内获获证证组组织织定定期期接接受受监监督督审审核核且且合合格格后后此此证证书书保保持持有有效效，，可可扫扫描描二二维维码码获获取取当当前前状状态态  

本本证证书书信信息息可可在在本本机机构构网网站站（（wwwwww..ssaannxxiinngg99000000..ccoomm))及及国国家家认认证证认认可可监监督督管管理理委委员员会会官官方方网网站站（（wwwwww..ccnnccaa..ggoovv..ccnn））上上查查询询  

总经理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颁颁证证日日期期::22001177 年年 0088 月月 2222 日日  
换换证证日日期期::22001199年年 1111 月月 2299 日日                              
有有效效期期至至::22002200 年年 0088 月月 2233 日日  
初初次次颁颁证证::22000088 年年 0088 月月 2288 日日                      

Notice: The organization must be audited regularly within one certification cycle. Upon qualified, the certificate would be valid and QR code can 

be scanned to obtain its current status. The certificate information can be queried on the beijing sanxing 9000 certification body's website by 

www.sanxing9000.com or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R.C. website by www.cnca.gov.cn. 

General Manager 
Beijing Sanxing 9000 Certification Body 

Date of Issue: Aug 22nd,2017 

Date of Change: Nov 29th,2019                 

Date of Expiry: Aug 23rd,2020 

Date of Initial Issue: Aug 28th,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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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

2019 年，中国石化安庆石化公司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

示批示精神，以“零伤害、零污染、零事故”为奋斗目标，以“识别大风险、消除大隐患、

杜绝大事故”为主线，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的理念，以严细实的作风，落实责任，

强化执行，持续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平，确保一方平安。

公司以推进健康安全安保环境 (HSSE) 管理体系建设为抓手，以从严管理为基调，以现

场作业环节为重点，以提升应急处理能力为基础，全面提升安全管理的有效性和穿透性；建

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体系和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形成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按照“管业务

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把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到生产经营最小单元和

每位员工；加强风险防控和隐患治理，防患于未然；加强过程监管，发挥安全和体系督查等优势，

持续强化直接作业现场安全监管；开展承包商专项整治，规范承包商施工作业；完善应急预案

内容和应急处置程序，强化各类应急演练；利用科技手段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完善检测、报警、

监控等安全设施。

全年，共组织各类风险评估 16 次，对 5 个重大、较大风险成功消项或降级，公司整体

安全风险总值大幅下降。其中，2019 年 1 月，安徽省“铸安”一号工程——新建危化品码头

顺利投用；同年 11 月，横贯安庆城区的“8828”老管廊带、港贮码头和罐区圆满完成拆除

工作，彻底消除了这一困扰多年的安全环保重大隐患。

2019 年 1 月，安徽省“铸安”一号工程——新建危化品码头顺利投用。

2019 年 11 月，横贯安庆城区的“8828”老管廊带、港贮码头和罐区圆满完成拆除

工作，彻底消除了这一困扰多年的安全环保重大隐患。

与此同时，公司还高度关注员工职业健康。全年，开展职业病危害

因素监测覆盖率 100%，全员职业健康检查率 100％。全面开展健康高

危人员筛查，制定“一人一策”健康干预方案，745 人经培训合格并取

得红十字应急救护员证。

为了宜城更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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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化”融合

作为国家首批“两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单位，多年来，中国石化安

庆石化公司紧紧围绕企业战略，不断完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运行，以打造信息化条件下新型能力

为抓手，以信息化价值实现为目标，全面开展信息系统深化应用创新创效行动计划，提升企业智能制

造水平。

围绕“过程控制、生产管控、设备管理、供应链管理、能源管理、安全环保、经营管理”等 7

个业务域，不断探索实践，逐步实现了先进控制、智能指挥、异常预警、绿色环保、管理可视的两化

融合体系，打造了“优化生产能力、精细管理能力、生产指挥能力”能力。主要创效装置实现了先进

控制（APC），建设了全厂工业 4G 网络、融合通信和集中集成平台。2019 年 5 月，公司生

产指挥信息系统和生产指挥中心正式投用，实现了通信方式融合化和计划调度一体化，打造了

一个直观、集中、迅捷的智能化指挥平台。

同时，公司依托新技术应用，开展工业物联网建设，将国家“863 项目”中的 WIA-PA

技术进行工业化推广应用，与清华大学等单位开展工业安全隔离技术研发和应用，成功开发了

一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安全隔离设备”，在催化裂解、乙苯 / 苯乙烯等五套装置上成

功应用，守护了工控系统边界安全。

公司获得了全国石油化工行业两化融合优秀实践奖、两化融合优秀企业、中国石化信息化

评价 A 类企业、集团公司深化应用创新创效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大型炼化工程与信息化平

台同步建设管理”荣获第二十二届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企业连续保持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认证。

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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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大专利、专有技术的申报力度，持续提升专利申请质量，公司专

利、专有技术申请数量和质量逐年提高。2019 年，公司共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6 项，国家知识产

权局受理 6 项，另有 1 项发明专利授权。获得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

强化开放创新，加强与包括中国石化总部直属研究院所在内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及其他企

业的科技合作，借助高校、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人才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打造

联合攻关的新平台，积极组织技术开发工作，不断提高企业科技攻关水平。

加大科技创新，驱动炼油高质量发展。安庆石化炼油转化工结构调整项目“化工型炼厂关键

技术及集成技术示范之一重质原料增产低碳烯烃和 BTX 关键技术”2017 年底列入中国石化“十

条龙”科技攻关项目。以新型、深度的炼化一体化为导向，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增效升级，

持续推进新技术应用工作。2019 年，完成了炼油转化工项目的 9+1 专业论证，为项目批复

奠定了基础

加大科技创新，驱动炼油高质量发展。安庆石化炼油转化工结构调整项目“化工型炼厂

关键技术及集成技术示范之一重质原料增产低碳烯烃和 BTX 关键技术”2017 年底列入中国

石化“十条龙”科技攻关项目。

以新型、深度的炼化一体化为导向，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增效升级，持续推进新技

术应用工作。

2019 年，完成了炼油转化工项目的 9+1 专业论证，为项目批复奠定了基础。

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

发明专利授权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科技进步三等奖

6项 6项

1项 1项

2019 年专利申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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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

绿色低碳

近年来，中国石化安庆石化公司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严

格遵守国家环保法律法规、政策等，坚决

落实国家、省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污染防

治工作要求，大力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

以创建“绿色企业”为目标，建设“清洁、

高效、低碳、循环”的绿色炼化企业，统

筹全厂规划，全面开展产业升级、生产环

境升级等工作，同时加大环保治理投入，

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先后完成了污水处理场脱总氮及提标改

造、中和水、煤灰水、制水排泥水、脱

硫废水等综合治理工作，公司外排污水

实现持续稳定达标排放，尤其是 COD

指标长期稳定 40 以下，低于国标。

实 施 大 气 污 染 治 理 项 目 64 个， 尤 其

VOCs 的减排，提升了清洁生产水平，

并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硫磺装置尾

气二氧化硫排放浓度仅 50mg/m3，达

到业内最好水平。

高标准规范改造了 1 个危废临时库及现

场 4 个临时堆放点，危废妥善处置率达

100%。加大对废炭泥、苯乙烯焦油以及

碱渣的厂内综合处理利用，2019 年危废

外委处置量较 2018 年减少 15%。

大力实施厂界噪声治理，完成

多个重点噪音治理等项目，全

面实现厂界噪声环境达标。

2019 社会责任报告 19

安庆石化：争当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先锋

废水治理 废气治理 固废治理 噪音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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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COD

2016 年 2019 年

氨氮

2019 年公司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对比

“十三五”期间，公司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源头减排、

过程管控和末端治理，加大环保治理投入，累计投入 8.1 亿元，全面进

行废水提标改造、废气治理、环境风险整改等项目。随着一批环保项目

建成投用，极大提升了主要污染物排放管控能力和水平。

2019 年，公司外排废水、废气达标率 100%，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COD、氨氮排放量，比 2016 年（“十三五”初期）分别下

降 1324.5 吨、595.8 吨、180.2 吨、22.49 吨。

2019 年 10 月，公司顺利通过了地方清洁生产审核。

2019 年底，公司开展的为期 50 天的大修改造，顺利实现了“气

不上天、油不落地、水不超排、声不扰民”的绿色停工大修目标，得到

了集团公司、地方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周边市民的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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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开放

以“探秘智慧能源”为主题，坚持“开门办

企业，开放办企业”。每月不定期举办公众开放

日活动，邀请社会公众代表走进企业，了解企业，

展示中国石化在创建绿色企业、推进绿色发展过

程中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自 2017 年 3 月被列入中国石化公众开放

日第二批示范单位以来，中国石化安庆石化公司

共组织 58 批次，2300 余人参观企业。其中，

2019 年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 14 期，累计 500

余人来厂参观，进一步拉近了企业与社会公众的

距离，赢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传播了石化正

能量，树立了开放企业的良好形象。

中国石化安庆石化公司22

爱护地球
绿企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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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

中国石化安庆石化公司始终牢记和践行“爱我中华、振兴石化”“为美好生活加油”的

初心和使命，坚定自觉地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社

会发展、百姓生活，赢得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的信赖和肯定。

精准扶贫

自 1990 年起，中国石化安庆石化公司就积极开展对岳西县、颍上县、潜山县、望江县

等贫困地区的扶贫帮困及灾后重建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取得了良好成效。企业先后荣获全

国爱心捐助先进单位、中央企业扶贫开发工作先进单位、安徽省定点扶贫工作先进单位、安

徽省“八七”扶贫攻坚先进单位等荣誉。

近年来，公司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指示，积极落实集团

公司、地方政府关于脱贫攻坚决策部署，以“单位帮扶、干部驻村、整村包保”为着力点，

强化党建引领，精准施策，合力攻坚，为三县三镇五村（岳西黄龙村，潜山三里村、天柱村，

望江武昌村、花园村）“县摘帽、村出列、户脱贫”履职尽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2019 年度，公司驻潜山市三里村扶贫工作队荣获安徽省属单位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人民网、安徽电视台、安徽工人日报、安庆晚报等多家媒体，对中国石化安庆石化公司的扶贫

成效进行了宣传，特别是人民网记者对公司产业扶贫、真情扶贫、精准扶贫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公

司“大学园、后花园、小菜园”的“三园扶贫”理念在人民网和有关媒体进行推介宣传，营造了公司

积极履行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舆论氛围。

加快 “美好乡村”建设，

支持扶贫点民宿发展，鼓励

更多员工到扶贫点体验乡村

旅游，共享扶贫成果。

结合扶贫攻坚工作，加大扶贫干

部选拔与培养；同时利用“主题

党日”等活动，让更多员工深入

参与精准扶贫，开展国情教育和

爱国主义教育。

加大消费扶贫力度，让扶贫点更

多的绿色、有机、无公害的农副

产品进入员工日常生活。

公司直接投入扶贫资金 组织实施扶贫项目 帮扶贫困村受益人数 帮助贫困村脱贫人数

协调争取、帮助引进扶贫资金 组织开展消费扶贫

160万元 8个 7392人 40户132人

60 万元 202.21 万元

2019 年精准扶贫情况

 人民网：用“三园”
理念助力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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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益

多年来，中国石化安庆石化公司将做好公益事业作为担当社会责任的重要任务，公司建

立了常态化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机制，积极组织干部员工，先后开展了“关爱孤寡老人”“关

爱农民工子女”“关爱自闭症儿童”“爱心送考”“网络文明传播”等多项社会志愿服务活动。

在无偿献血方面，公司营造了良好的无偿献血公益文化，每年定期组织职工开展无偿献血，

服务社会需要，曾多次获得国家、省、市无偿献血荣誉表彰，并涌现了一大批“献血英雄”，

先后有 15 人 24 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其中金奖 2 次、银奖 8 次、铜奖 14 次）。

为大力弘扬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司连续 30 年开展了“讲奉献十件好事”评选活动，

围绕“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职业道德”建设，选树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2019 年，曾

两度入选公司“讲奉献十件好事”的好人“李记”许惠春连续多年匿名为社会捐款的大爱故事被媒体广泛

转载后，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好人李记”许惠春也因此荣获 2019 年度中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2019 年度“中国好人”、安徽省道德模范、第五届感动石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2019 年 4 月 30 日，为进一步传承美德、弘扬大爱，公司倡导发动广大干部群众自发捐款 54 万余元，

成立了好人“李记”爱心基金。

东方时空：寻找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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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地共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企地双方就建立了高效的“厂市合作”共建模式，围绕“城市

建设、经济发展、文明创建、安全环保、项目投资”等各方面工作，定期开展高层领导协商，

通过优势互补、共谋发展，使企业发展深度融入地方经济建设，也为企业自身发展赢得了良

好的外部环境。

2019 年，在“8828”老管廊和港贮码头拆除过程中，地方政府成立专班，积极协调拆

除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为整个拆除工作的安全、快捷、高效提供了有力保障。

与此同时，中国石化安庆石化公司也以自身发展为龙头，积极带动地方化工产业发展。

2019 年，公司以炼油转化工结构调整项目为契机，加强与地方的合资合作，大力支持地方化

工园区建设发展，加快形成以安庆石化为主的石油化工产业集群，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更好

融入长三角经济带发展创造良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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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

建厂 45 年来，中国石化安庆石化公司先后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绿化先进

单位”“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企业文化优秀单位”“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 

“全国工会优秀职工书屋”“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等荣誉称号。从 2000 年开始，

公司连续八届荣获“安徽省文明单位”称号。

2019 年，公司被评为全国“安康杯”竞赛安全文化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安徽省百强企业、

安徽省无偿献血先进集体，安徽省“巾帼文明岗”，安徽省属单位脱贫攻坚先进集体，中国

石化集团公司全年目标管理进步奖、深化应用创新创效示范企业、绿化工作先进集体、扶贫

工作先进集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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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江百战多壮志、风雨创业展宏图。2020 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也是中国石化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决胜之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攻

坚之年、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筑基之年。中国石化安庆石化公司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准确把握面临的形势任务，

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坚定履行好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坚

守初心和使命，加快结构挑战，推进转型升级，提升管理、筑牢根基，全力打造适应新时代、

新矛盾、新发展、新要求的一流炼化企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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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精神：

　　求实创新　事争第一

企业宗旨：

　　企业发展　员工幸福　区域和谐　社会满意

企业作风：

　　严　细　实　恒

员工工作标准：

　　勤奋　严谨　务实　高效

员工基本行为规范：

　　敬业　文明　自律　进取

中国石化安庆石化公司企业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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