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健康安全环境报告

2014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 ANNUAL REPORT



公司生产经营概况

健康安全环境表现

数据的来源

包含和未包含的数据

健康表现

安全表现

环境表现

4

8

董事长致辞

健康安全环境方针与目标

2

7

目 录2014
H S E

CONTENTS



术语解释21

10 健康安全环境管理

基础管理

加强制度建设促进规范管理

狠抓责任落实

加强HSE培训的有效性

开展安全环保履职能力评估

深入推进炼化企业HSE咨询指导

开展HSE国际合作

强化HSE信息系统应用

职业健康管理

加强职业健康管理工作

开展作业场所职业危害检测

安全管理

加强油气管道隐患整治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建立风险防控机制

强化承包商监管

强化专项监管

加强专职消防队伍专业化建设

加强海洋石油安全监管

加强应急救援保障体系建设

加大事故问责力度

确保海外员工与资产安全

环保管理

加大污染减排实施力度

加强大气污染防治

关注社会表现

为 “APEC蓝”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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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本公司”或“公司”）牢固树立“环保优先、

安全第一、质量至上、以人为本”的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环保政策要求，强化“红线”意识、

树立底线思维，深入推进 HSE 体系建设，持续提升风险管控能力，安全环保形势总体稳定可控。

董事长:王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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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国石油立足于严格监管的阶段性特征，立足于“防大风险、除大隐患、确保不发

生大事故”的基本思路，坚持依法合规，强化治本攻坚。公司以 HSE 体系审核作为抓手，强化安

全环保基础管理，通过对重点领域、要害部位和关键环节加强监管，深入开展隐患治理，积极推

广 HSE 管理方法和工具，加大事故原因分析和问责力度，努力推动健康安全环保各项工作有序运行。

在职业健康方面，强化制度建设，制定下发《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规定》和《职

业卫生档案管理规定》，组织参加全国职业病防治知识竞赛，推动作业场所职业健康隐患整改，进

一步规范了职业健康档案内容和管理要求。开展职业健康技术专题培训，不断提升职业健康管理

人员的专业管理能力。

在安全生产方面，公司进一步加大对重点领域、要害部位和关键环节的监管力度，控制重大

风险、抵御颠覆性事故的能力稳步提高；进一步加大隐患治理力度，设备设施的本质安全水平持

续提升；深化推广运用 HSE 风险管理工具和方法，基层员工的安全环保素质和能力有效提高；进

一步加大过程管理和考核力度，对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故事件进行升级调查处理，惩处惩治力度逐

年加大，警醒警示作用逐渐显现。

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大污染减排的实施力度，强化结构减排，推进减排工程实施，督办审核

发现的环保问题，加强污染源在线监测，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新环保法的学习宣贯，规范环保“三

同时”管理。

本报告提供了 2014 年中国石油健康安全环境管理的实际表现及其所开展的主要活动。真诚欢

迎各界人士提出意见和建议，以利于我们更好地改进工作，促进中国石油持续提升健康安全环保

工作业绩。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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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经营概况

勘探与生产业务

国内勘探业务

2014 年，本公司持续推进储量增长高峰期工程，突出重点盆地和目标区带，石油勘探稳步推进，在准噶尔盆地、

柴达木盆地、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等石油勘探获得重要发现；天然气勘探成效突出，在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

塔里木盆地取得一批重要勘探成果；致密油等非常规资源勘探在鄂尔多斯盆地、松辽盆地、吐哈盆地取得重要突破，

勘探业务势头良好。

国内生产与开发业务

2014 年，本公司整体优化开发方案，加快推进重点产能建设，深入开展精细注水，稳步实施“二次开发”和重

大开发试验，国内原油产量再创新高。天然气业务围绕重点气区，科学组织生产运行，实现全年按计划安全平稳运行，

天然气产量保持快速增长。大庆油田连续12年保持原油4,000万吨以上稳产，长庆油田油气当量产量突破5,500万吨，

“新疆大庆”和川渝气区建设按计划推进。

海外油气业务

2014 年，本公司海外油气合作实现重大突破，气源进一步多元化；与中亚国家新签署一批合资合作协议，中

亚油气合作稳步推进。海外油气勘探坚持整体研究、科学论证、合理部署，重点探区成果进一步扩大。油气开发继

续实施注水、水平井和提高采收率三大工程，优化调整重点产能建设安排，确保中亚等地区主力油气田稳产，推动

伊拉克等地区新油气田上产超产。2014 年，海外业务实现油气当量产量 147.2 百万桶，占本公司油气当量总产量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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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本公司原油总产量 945.5 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 1.4%；可销售天然气产量 3,028.8 十亿立方英尺，比上

年同期增长 8.1%，油气当量产量 1,450.4 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 3.6%。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拥有石油和天然气（含

煤层气）探矿权、采矿权总面积 380.4 百万英亩，其中探矿权面积 353.2 百万英亩，采矿权面积 27.2 百万英亩；正在钻探

的净井数为 340 口。本报告期内完成钻探的净井数为 17,918 口。

勘探与生产运营情况況

单位 2014年 2013年 同比增减（%）

原油产量 百万桶 945.5 932.9 1.4

可销售天然气产量 十亿立方英尺 3,028.8 2,801.9 8.1

油气当量产量 百万桶 1,450.4 1,400.0 3.6

原油探明储量 百万桶 10,593 10,820 (2.1)

天然气探明储量 十亿立方英尺 71,098 69,323 2.6

探明已开发原油储量 百万桶 7,254 7,220 0.5

探明已开发天然气储量 十亿立方英尺 35,824 32,813 9.2

注：原油按 1吨 =7.389 桶，天然气按 1立方米=35.315 立方英尺换算。

炼油与化工业务

2014 年，本公司坚持市场导向和效益原则，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运行安排，根据市场走势优化加工路线和产品结构，

增产适销高效高附加值产品。加工原油 1,010.6 百万桶，生产成品油 9,267.1 万吨，多项技术经济指标保持较好水平。化

工销售加强整体联动和统筹优化，加快新品开发推广，高效产品、高效区域销量稳定增长。炼化重点工程建设有序推进，

四川石化全面投产，云南石化建设加快推进，柴油质量升级改造项目按期建成，车用柴油全部达到国 IV 标准。

炼油与化工生产情况況

单位 2014年 2013年 同比增减（%）

原油加工量 百万桶 1,010.6 992.3 1.8

汽、煤、柴油产量 千吨 92,671 90,282 2.6

  其中：汽油 千吨 30,688 29,294 4.8

     煤油 千吨 4,356 4,112 5.9

     柴油 千吨 57,627 56,876 1.3

原油加工负荷率 % 86.1 87.3 (1.2个百分点)

轻油收率 % 78.6 77.6 1个百分点

石油产品综合商品收率 % 93.8 93.4 0.4个百分点

乙烯 千吨 4,976 3,982 25.0

合成树脂 千吨 7,951 6,537 21.6

合成纤维原料及聚合物 千吨 1,293 1,218 6.2

合成橡胶 千吨 745 665 12.0

尿素 千吨 2,663 3,771 (29.4)

注：原油按 1吨 =7.389 桶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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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业务

国内业务

2014 年，本公司积极应对成品油市场需求增速放缓、价格低迷等不利局面，科学配置油品资源，优化销售结构

和库存运行，突出零售创效，突出高效厚利产品销售，不断提升单站销售能力，推进低效站改造挖潜，着力打造黄

金终端。加大营销网络开发力度，新投运加油站 150 座，运营加油站数量达到 20,422 座。

国际贸易业务

2014 年，本公司国际贸易业务保持快速发展，国际贸易规模和运营质量进一步提升，资源调控能力不断增强，

创新创效和市场开拓成果显著。

销售业务情况況

单位 2014年 2013年 同比增减（%）

汽、煤、柴油销量 千吨 160,878 159,133 1.1

  其中：汽油 千吨 59,821 52,350 14.3

     煤油 千吨 14,016 13,482 4.0

     柴油 千吨 87,041 93,301 (6.7)

零售市场份额 % 39.6 39.4 0.2个百分点

加油站数量 座 20,422 20,272 0.7

  其中：资产型加油站 座 19,806 19,710 0.5

单站加油量 吨/日 10.78 10.96 (1.6)

天然气与管道业务

2014 年，本公司科学组织油气调运，提高管道运行负荷，增输降耗取得成效。天然气销售积极应对市场供求变

化，统筹自产气、进口气和液化天然气等多种资源，优化市场资源流向，做好需求侧管理，加强重点高效市场挖潜，

推进高端用户开发，不断提高销售的质量和效益。重点管道建设稳步推进，西气东输三线西段、呼包鄂成品油管道、

庆铁四线原油管道等顺利投产，国内油气骨干管网不断完善。

2014 年末，本公司国内油气管道总长度为 76,795 公里，其中：天然气管道长度为 48,602 公里，原油管道长度

为 18,107 公里，成品油管道长度为 10,086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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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的健康安全环境方针是 :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全员参与、持续改进”。

各级组织要按照此方针建立与实施健康安全环境体系，并将此方针贯彻到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之中，持续改进健

康安全环境管理工作。

该方针适用于中国石油所涉及的所有生产经营领域和区域。

中国石油的健康安全环境目标是 ：

“零伤害、零污染、零事故”。

我们的业务发展计划包括一系列可量化的健康安全环境指标，全体员工及我们的承包商、供应商等相关方都有

责任来共同实现这些指标，以良好的健康安全环境业绩赢得客户、股东和社会的信任，并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做出我

们的贡献。

健康安全环境方针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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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的来源

健康安全环境表现提供了 2014 年中国石油健康安全环境方面的主要数据，这些数据展示了

我们健康安全环境管理工作的情况。

本报告中 2014 年的健康安全环境数据来自公司统计，没有经过外部审核。我们按照勘探与

生产、炼油与化工、销售、天然气与管道等业务类别报告数据。

（二）包含和未包含的数据

数据中包含了中国石油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健康安全环境数据。这些数据不包含承包商和供应

商的健康安全环境数据。

（三）健康表现

2014 年，中国石油注重以员工职业健康体检为主要内容的职业健康监护工作，职业健康体检

率达 97.8%，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率达 97.5%。没有发生较大以上职业病危害事故。

（四）安全表现

1. 总体情况

2014 年，中国石油共发生工业生产安全事故 115 起，其中亡人事故 11 起，死亡 16 人（包括        

4 起承包商事故 5人死亡）。

2. 较大及以上事故情况

2014 年，中国石油发生 1起较大及以上工业生产亡人事故。

健康安全环境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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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境表现

根据环境保护部污染减排核算范围内的统计数据结果，公司 2014 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3.10 万吨，同比下降

4.8% ；氨氮排放量 1.24 万吨，同比下降 8.9% ；二氧化硫排放量 17.44 万吨，同比下降 4.1% ；氮氧化物排放量

14.03 万吨，同比下降 7.5%。

注：本数据不包括交通亡人数。 注：本数据不包括交通事故。

3. 事故死亡率（人 /100 百万工时）  4. 总事故率 ( 起 / 百万工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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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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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管理

狠抓责任落实

公司连续第 8 年与所属企业负责人签订《安全

环保责任书》。公司总部机关部门、专业公司和企

业对各级人员 HSE 职责进行了全面梳理，确保责任

落实到位；炼化板块制定了从机关到一线生产岗位

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样本，推动建立和完善了“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环保责任体系。

加强 HSE 培训的有效性

公司组织各板块企业针对主体专业，研究开发了基层操作岗位 HSE 培训矩阵，编制了以风险控制为核心的配

套培训课件，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结合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公司第一时间组织了“两法”专题培训，并对全系统企业的 HSE 主管领导和主

管人员统一考试。各企业分层级开展全员“两法”培训，做到知法、守法。

加强制度建设促进规范管理

制修订《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责任制管理办

法》、《HSE管理体系审核管理规定》等多项制度标准，	

进一步促进了安全环保工作的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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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炼化企业 HSE 咨询指导

2014 年，继续深入推进炼化企业 HSE 管理咨询项目实施，公司每季度召开项目例会，促进咨询机构和有关企

业提高咨询工作质量，推进项目顺利实施。通过扎实开展炼化企业 HSE 咨询指导，企业 HSE 理念进一步提升，HSE

工具方法得到有效运用，HSE 管理体系进一步规范运行。

开展安全环保履职能力评估 

制定下发了《员工安全环保履职

考评管理办法》，要求企业建立健全各

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员工安全环保能力

清单，全面开展履职能力评估。评估

结果作为业绩考核、岗位培训、提拔

任用的依据。通过开展安全环保履职

能力评估，提升了全员履职能力，创

新了安全环保监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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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HSE 国际合作 

为借鉴壳牌 HSE 管理经验，提升公司 HSE 业绩，公司与壳牌（中国）开展 HSE 合作，在西南油气田分

公司实施作业许可、安全领导力、事故事件和工艺与设备变更管理等合作项目。通过 HSE 合作项目，西南

油气田分公司现场风险管控能力持续改善，中石油壳牌四川项目稳步推进，实现了合作双赢。

强化 HSE 信息系统应用 

公司始终将信息化作为持续加强 HSE 风险管控的

有效工具和重要抓手，2014 年完成了中国石油 HSE 信

息系统整体提升工作。系统的管道隐患信息报送和网

上整改督办两个平台，为管道隐患整治分级管理、挂

牌督办提供了有效支持；污染源在线监测子系统实现

了排放浓度实时监控、超标报警和问题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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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作业场所职业危害检测

公司对各企业作业场所粉尘和毒物检测达标情况、超标点的控制措施和治理方案

进行了深入调研，追踪项目的整改进展和治理效果，促进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全面达标，保障岗位员工的职业健康。	

加强职业健康管理工作

制定下发《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

管理规定》和《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定》。举办

了油气田和炼化企业职业健康技术专题培训，

不断提升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

组织参加了全国职业病防治知识竞赛，公司及

所属的大庆油田、辽河油田、长庆油田等 12 家

单位获优胜单位奖，3人获优秀组织者奖。

职业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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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油气管道隐患整治

公司成立了油气管道隐患整

治领导小组，加强对重点地区管道

隐患整改情况的督察，先后多次召

开管道隐患整治专题会，研究部署

重大管道隐患整治工作。组织开发

了管道隐患信息报送和网上整改督

办两个平台，开展管道隐患地理信

息系统的研究工作。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公司组织了历时 3 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

对查找出的风险防控不到位、安全生产职责不落实、

安全防范措施不具体、事故隐患整改不及时等问题，

及时督促解决，确保生产经营安全。

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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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风险防控机制

制定《生产安全风险防控管理

办法》及《生产安全风险防控导则》

等制度标准，组织对主要生产经营

单位进行风险辨识，对重大风险逐

项落实管控措施，建立了责任分层、

风险分级、层层负责的风险防控机

制。针对生产安全风险防控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提出了《生

产安全风险防控模板框设计方案》。

强化承包商监管

组织专家对所属企业开展承包商监管专项巡视，及时督促整改发现的问题。坚持承包商事故一查到底并

严肃处理，开展“违法转包、违规分包、违规选商”及承包商管理检查活动，共取消 226 家承包商准入资格，

完成了 128 支套牌井队的清理，把好准入关。

强化专项监管

组织专家开展油品储罐清洗专项巡视，对机械化清洗队伍进行规范化

管理。针对国Ⅳ车用柴油质量升级置换等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变化，及时

调整监管方式，制定方案措施，确保风险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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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国石油各专

职消防队继续以业务训练、

装备建设和预案管理为基

点，重点组织开展了灭火救

援行动与执勤训练过程风险

防控技术研讨活动，以及典

型火灾战例交流活动，稳步

推进了灭火救援保障能力和

灭火救援过程风险防控能力

的提升。

加强专职消防队伍专业化建设

加强海洋石油安全监管

抓好重点项目的 HSE 技术支持；强化西气东输二线香港支

线海底管道、冀东南堡 4 号岛、深圳 LNG 调峰站、赵东油田等

海洋石油重点建设项目安全环保合规性的监管工作；组织开展

了防台风、防风暴潮安全专项督查；抓好安全培训和海洋石油

安全生产许可证取证工作；加快海上应急装备建设和应急物资

储备，并强化应急救援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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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应急救援保障体系建设

在公司总部建成应急指挥大厅，完成

重点单位 54 台应急通信指挥车配备，完善

公司应急通信指挥系统。从公司主营业务

和重大风险应对实际出发，建立完善了公

司井控、管道、海上三大专业救援中心和

消防、管道维抢修两大专职救援体系，形

成了对下业务指导、对上响应联动的应急

救援体系。在大庆、大连、深圳以及兰州

等地与当地政府联合举行管道、城市燃气

泄漏等突发事件实战演练，增强了应急联

动的协调处置和救援能力。

加大事故问责力度

制定《关于进一步规范事故调查程序的规定》、《生产安全事故和环境事件升级调查和升级处理补充规定》，

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甲乙双方安全环保责任，对发生在重大风险领域、影响恶劣的事故事件的二级单位党政主要

领导给予免职或撤职，对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环保事故的企业实行“一票否决”。制定下发《生产安全事故瞒报谎

报行为举报查处办法》，从严惩处瞒报谎报事故行为。

确保海外员工与资产安全

海外业务成功应对南苏丹内战冲突、

伊拉克 ISIS 威胁、埃博拉疫情等“三大”

危机，持续保持海外社会安全和 HSE 优良

业绩，确保了海外员工生命安全和海外资

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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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污染减排实施力度

强化结构减排措施，大力推动

辽河油田热电厂、大港油田自备电

厂、塔里木油田塔西南石化厂尿素

分厂等实施关停措施，实现“减亏、

减排、节能”。推进减排工程实施，

将“十二五”污染减排工程纳入

HSE 信息系统，实施周调度和月总

结，及时发布工程进度风险预警名

单。加强污染减排审核，对审核中

发现存在突出问题的企业进行领导

约谈。运行污染源在线监测，实现

重点污染源实时监控。

加强大气污染防治

严格落实大气“国十条”以及国家能源局、国家环保部等部委的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要求，组织编制了公司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在 APEC 会议期间，

全面落实国家大气污染防控要求，得到国家环保部领导的高度评价。

环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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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PEC 蓝”添彩

为保障 APEC 会议期间的空气质量，公司组织专门会议部署与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京津冀地区各企业迅速响应。华北油田等企业通过清洁的天然气替代燃煤、与地方电厂实施

热电联供实现“零燃煤”；华北石化、大港石化优化生产调度，严格控制排放；销售企业强化

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管理，确保油气回收设施稳定达标运行。这一系列工作的开展，为“APEC 蓝”

奉献了一份重要力量。

开展“扶贫济困、责能致远”为主题的“扶贫日”活动

今年 10 月 17 日是中国的首个扶贫日。公司以“扶贫济困、责能致远”为主题，“扶贫日”

活动在各企业拉开帷幕。公司在资金投入上重点保障民生、在产业规划上着力带动民生、在项

目建设上优先改善民生，通过援建百姓急需工程、选派干部挂职、拉动受援地产业、送寒门学

子上学等手段，改善受援地人们的生活条件。在西藏，从 2002 年至今，公司用 12 年的时间把

双湖变为藏北“明珠”，2013 年援建的索嘎街综合市场项目带动了当地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

和贸易产业发展等；在新疆，2007 年以来，公司先后选派 4 批 11 名局处级干部援疆；在兰州，

“扶贫助困·共享阳光”奖学活动至今已开展 10 年，累计发放奖学金近千万元，7000 多名贫困

学子受到资助。

关注社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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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

职业健康监护：

工作时间（简称工时）：

事故：

事故死亡率：

总事故率：

环境：

环境影响评价：

石油类（矿物油）：

化学需氧量（COD）：

二氧化硫（SO
2
）：

氮氧化物（NO
x
）：

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

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

害物质等而引起的疾病。

是以预防职业危害为目的，根据劳动者的职业接触史，通

过定期或不定期的医学健康检查和健康相关资料的收集，

连续性地监测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分析劳动者健康变化与

所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关系，并及时地将健康检查和

资料分析结果报告反馈给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本人，以便及

时采取干预措施，保护劳动者健康。职业健康监护主要包

括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等内容。职业健

康检查包括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和离岗后医学随访

以及应急健康检查。

员工总的工作时间，包括培训和加班时间，但不包括休

假、生病和其他缺勤时间。一百万工时大约等于500人一年

的总工作时间。

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件。

每100百万工时工业生产事故死亡人数。

每一百万工时工业生产中总的事故数。

所有的有生命物质、非生命成分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 

组合。

在工程项目计划或施工之前，对环境所受影响进行的评估

工作。

废水中各种烃类的混合物。包括溶解于特定溶剂中而收集

到的所有物质，以及被溶剂从酸化的样品中萃取并在试验

过程中不挥发的所有物质。

指在一定条件下，用强氧化剂处理水样时所消耗氧化剂的

量。它是衡量排放至水体中的污染物及对环境有潜在影响

的一个综合参数。COD值越高，表示水体受还原性物质污

染的程度越重。

硫的氧化物。

是氮氧化物气体的通称，氮氧化物包括一氧化氮及二氧化

氮等。

术语解释

21



人类自身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

做好健康安全环保工作

是中国石油每一位员工的责任

Humanity and the environment on which 
it relies for existence are the two 

most precious resources in the world.
Everybody who works for 

PetroChina is responsible for getting HSE r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