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文件

中石化联办发（2022）136 号

关于召开 2022 石油和化工企业销售收入
前 500 家发布会暨“对标国际先进做强做优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高峰论坛的通知
中央及各省市石化企业、科研院所院校、化工园区、石化行业管理部门、
行业协会：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为深入贯彻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总基调，引
导石油和化工企业扎实做优、做强、做大、做久，促进石油和化工行
业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和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与大连市人民政府商定于 2022
年 9 月在大连市召开 2022 石油和化工企业销售收入前 500 家发布会暨
“对标国际先进做强做优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高峰论坛。现将发
布会主要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22 年 9 月 26 日 全天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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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27～29 日 会期三天
二、会议地点
大连市富丽华大酒店
三、会议主题
对标国际先进做强做优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四、主办单位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大连市人民政府
五、承办单位
大连市人民政府经济合作交流办公室
《化工管理》杂志社
六、支持单位
中国氯碱工业协会
中国氮肥工业协会
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 中国化工装备协会
中国纯碱工业协会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中国化学矿业协会
中国化工节能技术协会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
辽宁省石化行业协会
七、参会人员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领导，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领导，
行业协会和地方行业协会（办）领导，大连市政府领导及相关部门领
导，石油和化工企业销售收入前 500 家企业、分行业销售收入前 100
家企业的负责人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代表，地方企业、外资企业代表，
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国际著名咨询机构代表和新闻界的朋友。
八、会议内容及安排
会议由发布大会、主论坛、分论坛及会展活动等组成，以及参观
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知名企业、市容市貌等。
（一）发布大会
上级主管部门领导讲话，发布 2022 石油和化工企业销售收入前
500 家，化工上市公司前 500 家和市值前 500 企业，发布中国石油和
化工行业发展指数研究报告、化工常青树企业发展研究报告、化工上
市公司发展研究报告、国际化工企业发展研究报告等。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领导讲话，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领导做主旨报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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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市领导致辞、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领导讲话，大连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能源化工发展战略推介等。
（二）主论坛
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金涌，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
究中心主任陈劲教授做主旨演讲，麦肯锡咨询公司代表做主旨演讲。
（三）分论坛
会议安排 7 个分论坛活动：
1.中外企业家论坛
2.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指数应用论坛
3.建设无废企业高层研讨会
4.数字化转型论坛
5.智能装备化论坛
6.赢得国际竞争的必由之路——对标国际一流论坛
7.培养高技能人才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四)会展活动
会议设置若干展位，由企业进行展示活动。
九、日程安排
9 月 26 日 大会报到
“中触媒之夜”欢迎晚宴
9 月 27 日 上午：分论坛
下午：分论坛
9 月 28 日 上午：发布大会
下午：主论坛
9 月 29 日 全天参观考察
十、会议费用
参会人员报名缴纳会议费为 3500 元（含会务费、餐饮费、资料费、
场租费、专家费等）。报名住宿由各参会人员自行提前预订，费用自理。
十一、酒店预订
会议预订酒店为大连富丽华大酒店。由于会议期间房源紧张，酒
店房价为协议价格，请各参会人员务必在 2022 年 9 月 10 日前与酒店
确认所需房型及入住天数。否则视为不在此酒店住宿。
房间预订联系人：刘新华 市场销售部
电话：0411-82630888-696 手机：13352285000
传真：0411-82639128
酒店地址：大连市人民路 60 号
网址：http://www.furam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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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丽华酒店房型及价格
房型
东楼
西楼

房价/元

备注

标准大床房

550

含一份自助早餐

标准双床房

550

含一份自助早餐

豪华大床房

650

含一份自助早餐

豪华双床房

650

含一份自助早餐

 以上房价已含服务费和一份自助早餐。如双人入住，需要加早餐，
50 元/份。

十二、联系方式
请参会者扫码报名或将报名回执（附件）填好后，于 2022 年 9 月
10 日前将加盖单位公章的回执单电子版及 Word 版回传到邮箱。
地址：北京朝阳区小营路 19 号
中国昊华大厦 A 座 8 层
邮编：100101
联系人：宣胜艳 13621206702
高 峰 13522068576
肖 肖 18618429814
电话/传真：010-58650585
会议报名
历届发布活动概览
邮箱：cemtop500@163.com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2022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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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石油和化工企业销售收入前 500 家企业发布会参会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箱
姓名

参会人员

性别
职务
手机

是否已汇款

是□

否□

汇款日期

汇款人
票据类型

汇款金额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纸质票）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扫码提交时需填写手机和邮箱）

开票内容
会议费
方式一：
填写发票抬头：
支付宝或微信扫码输入开票信息

方式二：
直接填写下面开票信息
(1)增值税普通发票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2)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点击链接查看开票步骤：
https://chinacem.net/6466.html
注：
（1）参会报名两种方式：扫码报名或纸质报名(回执表请加盖公章
回传到邮箱)；
（2）开票两种方式：方式一扫码开票或方式二直接填写信息 开票
(需将 Word 版回传到邮箱)；
（3）汇款账号及联系人：
户 名：
《化工管理》杂志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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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 北京银行惠新支行
账 号：01090376000120105061281
行 号：313100000984
联系人：高峰 手机/微信：13522068576
电话/传真：010－58650585 邮箱：cemtop500@163.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 19 号中国昊华大厦 A 座 8 层
（4）会议地点在市中心，酒店距机场 12 公里，打车需要 40 元，
酒店距大连火车站 2 公里，打车需要 10 元，酒店距大连北站 25 公里，
打车需要 60 元，请代表自行前往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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