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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innovation driven strategy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on driven strategy in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requires action in 
four aspects. Firstly,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with petrochemical enterprises as the 
main body, universitie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as the support must be 
established. Secondly, ensure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ic input, such a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workforce, implementing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developing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rdly,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need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 establish 
petrochemical industrial parks and form industrial clusters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on driven strategy in petrochemical industry,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optimize the policy 
environment and scientific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the innovation-driven service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on driven strategy. 

1．引言 

石化产业是关系到社会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在社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我国石化产

业具有高能耗、高污染的特征，不符合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

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

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石化产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进行石化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石化产业必须进行改革，改变传统的要素型增长方式，实现以创新

驱动为主的内涵式增长。 

2．石化产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必要性 

2.1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 

我国是石化产业大国，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石化产量居世界前列。但新旧动能转换视

角下，我国石化产业发展的弊端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结构性产能过剩，高端化工发展缓

慢；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的落后产能比重较高。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我国石化产业进行供给

侧结构改革，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要求。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能够充分整合先进的

技术、高素质的劳动力、新的商业模式等生产要素，优化产业内部的资源分配，促进协同发

展，淘汰落后产能，为先进产能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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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升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石化产业的发

展带来的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我国石化产业能够能够利用“一带一路”的契机进一步

实施“走出去”战略，开拓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我国石化产业也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企业的

竞争。因此，我国石化产业必须要进一步提升竞争能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石化产业提升

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创新驱动战略能够促使企业开发新的产品，降低成本，实施数字化及智

能化发展，提高产品竞争力，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 

2.3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2018年5月，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

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石化产业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能够开发新技术及新产品，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提高效率，为生态文

明建设作出贡献；同时，石化产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在促进石化产业绿色发展的同时，能

够形成外部溢出效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实现传统产业的信息化与科技化，从而实现我

国社会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3．石化产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路径 

3.1 建立协同创新机制 

我国石化产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首先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高校、科研机构、政府为

辅助机构的协同创新机制。 
3.1.1 明确石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创新主体的情况将直接影响到创新驱动实施的效果，相对于高校及科研机构而言，企业

的创新活动目的性更强，效率更高。因此，我国石化产业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要明确石化企

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调动企业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对于大型石化企业来说，要主动承担创新

驱动的责任，建立专业的研发机构，争取在优势产业领域取得重大的进展和突破，不断优化

生产工艺，力争减少能源消耗，降低污染排放，开发绿色石化产品，实现石化产业的转型升

级。中小石化企业要不断培育自主知识产权，依托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创新活

动，在此基础上不断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开发自有品牌，提升持续创新能力。 
3.1.2 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充分发挥作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充分发挥作用。企业要结合自身的生

产经营情况，向高校及科研机构提供课题来源；向政府申请相应的专项资金，引入风险投资

等方式，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保障创新战略实施所需要的资金；邀请高校、科研院所进行

技术入股，进一步促进合作，实现共赢。高校及科研机构向企业提供研究型人才，解决技术

或经营方面的难题。政府应该发挥纽带作用，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促进协同创新机制的

形成。为了保障协同创新机制的落实，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可以建立资源共享机制、资

金融合机制、风险承担机制。 

3.2  确保创新要素的投入 

创新要素主要包括高素质劳动力、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科学的管理方法。我国石化产业

实施创新驱动必须不断提升劳动力素质，开发先进的科学技术，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全面

提升石化产业的创新能力。 
3.2.1 提高劳动力素质 

劳动力是实施创新驱动的重要因素，高素质的劳动力能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确保新产

品、新材料的应用[1]。我国石化产业实施创新驱动必须注重劳动力素质的提升。首先，重视

人力资源培训。石化企业要加大培训投入力度，通过培训提升内部员工的综合素质及创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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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创新能力；组织企业管理人员参加各种交流活动，学习知名企业的创新活动及管理方法；

聘请国内外管理方面的专家、知名企业家到企业做讲座、开展交流活动，为员工提供学习的

机会。其次，促进科技人才的聚集，吸引高科技人才，创造科技人员知识共享、信息沟通的

平台，想办法缩短“磨合期”，降低科技人才的学习成本；通过提供高薪酬、福利待遇、良

好的研发环境等多种途径吸引高层次的科研团队。 
3.2.2 实施科学的管理方法 

科学的管理方法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形成有效的创新氛围，石化产业实施创新驱

动需要进一步优化管理方法。首先，石化产业进行内部管理创新。管理创新则是指组织形成

创造性思想并将其转换为有用的产品、服务或作业方法的过程[2]。我国石化产业应该不断转

变管理思想，学习国内外科学的管理方法，完善管理制度，提升管理水平。其次，建立战略

联盟，共同致力于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国石化产业需要与外部建立良好的联系，形成合作关

系，一方面与同行业企业建立竞合关系，进行科学管理方法的研究；另一方面与相关企业共

同致力于宏观环境、消费者等的调查研究，为先进管理方法的提出提供依据。 
3.2.3 开发先进的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也成为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关键要素[3]。

我国石化产业必须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的创新，保障先进科学技术的投入。首先，进一步提

升创新意识。我国石化企业应该进一步理解创新驱动战略的含义，树立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

发展的意识，科技创新不仅仅是科技成果，而是要将这种科技成果转化成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其次，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文化环境。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并且

需要持续的人才、资金以及技术方面的投入，因此，企业需要在内部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环

境，允许失败，宽容失败的组织氛围。 

3.3 加强创新成果的转化 

3.3.1 促进石化产业转型升级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石化产业需要利用创新驱动的成果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具体体现在

三个方面：改变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型的发展模式，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能

耗的落后产能，整合规模小、利润低的要素驱动型的石化企业，实现产业结构创新；开发低

污染的清洁能源，开发绿色产品，确保产品生产及使用过程中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实现产品

创新；进一步改进生产流程，实施清洁生产，提高生产过程中各种资源的利用率，减少能源

消耗，实现技术创新。 
3.3.2 完善石化产业园区 

产业园区是实现产业聚集的重要措施，能够使同一行业的企业及相关行业的企业在地理

位置上接近，从而实现聚集效应。我国应该形成以绿色石化产业为核心，产业结构完善、具

备循环经济特色的现代石化产业体系。首先，完善园区的基础设施，提高服务能力。进一步

完善各园区的基础设施，使企业能够共享园区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为企业提供管理咨询、

技术开发、金融等服务资源，通过有力的措施提高各种资源在园区的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地

降低园区企业的成本。其次，加强园区管理，提高建设水平。针对石化产业园区制定相关的

标准，并组织专家、领导以及群众代表等对入园的企业进行审核，确保入园企业符合产业标

准；对入园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管理，对实际生产经营的范围与园区定位不符的企业要

坚决查处。 

4．石化产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保障措施 

4.1  优化创新驱动的政策环境 

首先，加大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加大对创新成果及知识产权的力度能够提

升创新成果的转化率，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4]。我国各地方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创新成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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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促进石化产业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切实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法的相关

规定，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针对中小型企业建立专门的专利转上交易市场，降低专利费

转让申请的门槛，确保中小企业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创新成果，获得创新收入。其次，建立

科学的激励机制，加大对创新服务平台的扶持力度。建立以利益驱动为基础的激励机制，促

进创新主体能够开发实用性较高的新技术，提升创新成果的转化。最后，加强对创新项目的

管理。加强审核，对各类项目进行分类，实施不同的管理办法；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形成

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进一步拓宽科技创新的融资渠道，形成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导向，以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其他各类社会民间资本为主体，以金融投入为支柱的投融资体系。 

4.2  优化科技文化环境 

良好的创新科技文化环境有利于提升社会公众的文化素养，为创新驱动的实施提供必要

的人文环境。我国石化产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科技文化环境。首先，进

行高校教育改革，培养创新意识。一方面，要进行教育理念的改革，让教师及学生充分认识

到创新的重要性，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认识，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敢于

挑战和冒险；另一方面注重教学模式的改革，将创新教育纳入到高校教学体系中来，并通过

各种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其次，注重科技知识的普及工作，提升全民的科技素

质。进一步加大对图书馆的投资力度，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优势，充实图书馆的资源，让

社会公众能够利用图书馆学习各种科技知识；进行大数据平台建设，利用大数据平台将石化

产业各项科技活动情况、政府对各种科技创新的政策等向社会公众传达，让公众了解石化产

业科技活动的各种信息。 

4.3  政府完善创新驱动的服务机制 

首先，政府要搭建石化产业创新平台。我国各政府应该通过建立创新平台对相关的创新

要素及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增强创新要素的社会价值，促进现代石化产业集群的发展，为石

化企业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服务，为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

其次，构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我国应该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学

校、科研院所、民间组织等成立石化服务平台，为科技研发、创新成果的转化、创新成果的

信息共享、创新人才的培养等提供系统性的服务。再次，进一步完善各类基础设施。建立政

府为主导的技术咨询、管理咨询公司，为企业的创新活动解决各方面的难题；组织各个领域

的专家成立咨询委员会，为企业提供理论指导；完善创新的资金支持机制，鼓励金融机构为

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贷款，政府进行补贴或担保，能够让企业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支持，降低

企业的创新活动成本，提高创新积极性。 

5．结束语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石化产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实施创新驱动是我国石化产业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石化产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有利于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

国际竞争力，实现溢出效应，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石化产业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需要建立以石化企业为主体，以高校、科研机构、政府为辅助机构的协同创新机制；确

保创新驱动战略的投入要素，提高劳动力素质，实行管理创新，开发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

创新成果的转化，实现传统石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建立石化产业园区，形成产业聚集。为保

障石化产业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政策环境、科教

文化环境，完善创新驱动的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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