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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王宜林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本公司”或“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质量至上、安全第一、环保优先”的理念，严格遵守国家健康安全与环境相关法律法规，认真落实国

家关于健康安全与环境工作部署，深入推进HSE管理体系建设，持续提升HSE风险管控能力，努

力实现安全发展、清洁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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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们坚持以HSE体系建设为主线，大力推进安全环保责任归位，强化“四条红线”

监管，狠抓过程控制考核，实行较大隐患问责，加强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建设，着力做好污染减排，努力减少一般生产安全亡人事故和环境事件，为公司稳健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在安全生产方面，着力加强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严格过程问责，严肃失职追责，推进全

员增强安全生产责任意识。着力加强生产过程安全风险分级防控，通过专项督查、体系审核以及

诊断评估等方式，对不同风险类型企业实施差异化管理。着力推进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开展油库

罐区和油气管道等专项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促进设备设施本质安全水平有效提升。

在环境保护方面，制订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做好打赢蓝

天保卫战、打好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全过程跟踪监督治理项目实施进度，强化实

施能源管控和污染防治。积极参与OGCI 企业领导人峰会，针对能源转型、甲烷减排等议题提出

具体方案，展示公司绿色发展的良好企业形象。

在职业健康方面，修订完善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做到依法合规管理。开展海外员工健康体检

大数据分析，全面推行接害人员职业健康体检和全员健康体检，切实维护员工健康权益。强化作

业场所职业危害检测和监测要求，大力推进超标场所专项整治。

本报告提供了 2018 年中国石油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实际表现及其所开展的主要工作。真

诚欢迎各界人士提出意见、建议，以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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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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与生产业务

国内勘探业务

2018 年，本公司突出经济可采储量和效益产量，持续优化勘探部署，通过实施集中勘探、深化精细勘探、推

进综合勘探等措施，提高勘探效率和效益，实现规模增储上产，进一步夯实稳油增气的资源基础。油气勘探取得重

要发现：新疆准噶尔盆地继玛湖地区之后又获重大勘探发现，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相继取得油气勘探新突破，鄂

尔多斯、柴达木、渤海湾和松辽等盆地精细勘探发现和落实了一批规模储量。

国内开发与生产业务

2018 年，本公司原油开发稳步实施新疆玛湖等重点区块产能建设，优化老油田开发方案和产量结构，确保整

体开发效益。天然气生产强化精细管理，加快重点气区产能建设，天然气实现快速上产，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塔里木、

西南等主力气田高效开发、持续上产。稳步推进非常规油气开发，页岩气、煤层气保持增产势头。2018 年，国内

业务实现原油产量 733.7 百万桶，比上年同期下降 1.3%；可销售天然气产量 3,324.7 十亿立方英尺，比上年同期

增长 5.4%；油气当量产量 1,287.9 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 1.5%。

海外油气业务

2018 年，本公司海外油气合作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等机遇，积极推进国际油气合作，阿布扎比 2018

项目于上半年完成交割。海外油气勘探强化项目整体研究和优选，突出效益勘探，持续优化开发方案，加大高效项

目开发力度，油气生产平稳运行。2018 年，海外业务实现油气当量产量 203.8 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 7.8%，

占本公司油气当量产量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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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本公司原油产量 890.3 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 0.4%；可销售天然气产量 3,607.6 十亿立方英尺，

比上年同期增长 5.4%，油气当量产量 1,491.7 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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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5 百万英亩，其中探矿权面积 264.8 百万英亩，采矿权面积

30.7 百万英亩；正在钻探的净井数为 499 口。本报告期内完成的多层完井数为 9,792 口。

勘探与生产运营情况

单位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减（%）

原油产量 百万桶 890.3 887.0 0.4
 其中：国内 百万桶 733.7 743.1 (1.3)
    海外 百万桶 156.6 143.9 8.9
可销售天然气产量 十亿立方英尺 3,607.6 3,423.4 5.4
 其中：国内 十亿立方英尺 3,324.7 3,153.0 5.4
    海外 十亿立方英尺 282.9 270.4 4.6
油气当量产量 百万桶 1,491.7 1,457.8 2.3
 其中：国内 百万桶 1,287.9 1,268.8 1.5
    海外 百万桶 203.8 189.0 7.8
原油证实储量 百万桶 7,641 7,481 2.1
天然气证实储量 十亿立方英尺 76,467 76,888 (0.5)
证实已开发原油储量 百万桶 5,843 5,593 4.5
证实已开发天然气储量 十亿立方英尺 40,128 39,24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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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本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优化炼油资源配置，坚持资源优先向高效炼厂、高效市场配置，持续调整

产品结构，强化油品质量升级，合理降低柴汽比，由上年同期的 1.29 降至本年的 1.20 ；加大化工生产力度，优化

原料来源和调配，增加高附加值产品产量。抓住市场机遇增产增销化工产品，及时调整化工销售策略，高效产品、

高效区域销量稳定增长。2018 年，本公司加工原油 1,122.8 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 10.4%，其中加工本公司勘

探与生产业务生产的原油 669.8 百万桶，占比 59.7%，产生了良好的协同效应；生产成品油 10,534.2 万吨，比上

年同期增长 13.6%；生产乙烯 556.9 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3.4%。

炼化转型升级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辽阳石化、华北石化改造项目建成投产，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启动建设。

炼油与化工生产情况

单位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减（%）

原油加工量 百万桶 1,122.8 1,016.9 10.4
汽、煤、柴油产量 千吨 105,342 92,715 13.6
 其中：汽油 千吨 43,453 37,363 16.3
    煤油 千吨 9,867 7,111 38.8
    柴油 千吨 52,022 48,241 7.8
原油加工负荷率 % 82.2 80.3 1.9
轻油收率 % 79.5 78.4 1.1
石油产品综合商品收率 % 93.7 93.3 0.4
乙烯 千吨 5,569 5,764 (3.4)
合成树脂 千吨 9,049 9,284 (2.5)
合成纤维原料及聚合物 千吨 1,388 1,390 (0.1)
合成橡胶 千吨 869 809 7.4
尿素 千吨 828 1,439 (42.5)

注：原油按 1吨 =7.389 桶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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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业务

2018 年，本公司积极应对成品油市场资源过剩、竞争加剧等不利局面，强化产销衔接和精细营销，全力扩销提效。

突出零售核心，加强	“油卡非润气”一体化营销，深化各类主题和品牌促销。大力拓展终端营销网络，新投运加油

站 384 座，运营加油站数量达到 21,783 座。

国际贸易业务

2018 年，本公司国际贸易业务强化产、销、贸协调配合，发挥国际油气运营中心作用，统筹优化进出口资源，

积极开拓高端高效市场，国际贸易规模和运作质量进一步提升。

销售业务情况

单位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减（%）

汽、煤、柴油销量 千吨 177,498 169,466 4.7

 其中：汽油 千吨 71,125 65,293 8.9

    煤油 千吨 19,469 16,849 15.5

    柴油 千吨 86,904 87,324 (0.5)

零售市场份额 % 36.4 37 (0.6)

加油站数量 座 21,783 21,399 1.8

  其中：资产型加油站 座 20,555 20,350 1.0

单站加油量 吨/日 10.28 10.49 (2.0)

  天然气与管道业务

2018 年，本公司根据天然气资源紧平衡的供需形势，统筹平衡资源组织、运输调配和市场销售。充分发挥集

中调控优势，增强调峰能力，科学组织油气调运，确保业务链运行顺畅。天然气销售大力开拓高端高效市场，开展

差异化营销，不断增强区域销售竞争力，积极开展线上竞价交易，促进市场化价格形成。管网布局建设持续完善，

抚锦成品油管道、云南成品油管道等工程建成投产。

2018 年，本公司销售天然气 2,167.54 亿立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 8.9%，其中国内销售天然气 1,595.53 亿

立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 19.6%，继续保持双位数增长。2018 年末，本公司国内油气管道总长度为 83,527 公里，

其中：天然气管道长度为 51,751 公里，原油管道长度为 20,048 公里，成品油管道长度为 11,728 公里。

销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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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的健康安全环境方针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全员参与、持续改进”

中国石油的健康安全环境目标

“零伤害、零污染、零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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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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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信任，并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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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数据的来源

健康安全环境表现提供了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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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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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中国石油注重员工职业健康体检为主要内容的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员工职业健

康体检率和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率为 99.97%、99.99%，同比上一年度均提高 1.49%、

1.52%。没有发生较大及以上职业病危害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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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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17 年相比，公司 2018 年化学

需氧量排放量同比下降 8.9%；氨氮排放量同比下降 7.2%；二氧化硫排放量同比下降 5.6%；氮

氧化物排放量同比下降 6.8%。

  四     安全表现

2018 年，中国石油发生工业生产亡人事故 4起、死亡 4人，与 2017 年相比，事故起数与

死亡人数均上升 33%，百万工时总可记录事件率 0.1195，同比下降 14.2%。

8.9%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同比下降

5.6%7.2%

氨氮排放量

同比下降

6.8%

氮氧化物排放量

同比下降

二氧化硫排放量

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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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制度标准建设

对标国家安全环保法律法

规变化，持续修订完善总部现

行HSE制度标准，修订印发《安

全生产管理规定》《环境保护管

理规定》等管理制度；结合安

全环保风险管控重点，制修订

《含硫化氢井测试安全管理规

范》等企业标准，完善现行制

度标准建设。

基础管理

强化责任体系建设
修订《总部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管理职责规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清单编制指导意见》《较

大及以上安全环保事故隐患问责管理办法》《安全生产约谈实施办法》，明确各个岗位的安全生产职

责，对履职不力或失职失责者进行问责。严格过程问责，严肃事故追责，促进各级人员履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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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HSE 培训

修订公司《HSE培训管理办法》，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HSE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开发完成《HSE

管理制度与要求在线学习考试系统》，举办安全处长、HSE咨询师和安全、环保与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等各类HSE

培训班，强化新上岗人员能力准入和在岗人员HSE知识与能力的提升。

实施 HSE 体系精准化
审核

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企业，采

取量化审核、专项审核和内审指导

等差异化审核方式，重点关注承包

商、增储上产、季节转换等方面的

风险，有的放矢地做好高风险企业

的风险防控工作。采取一对一帮扶

方式深度指导企业内审工作，提升

企业HSE体系建设内生驱动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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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员工履职能力评估和标准化站队建设

在员工履职能力评估方面，编制安全生产责任制清单，明确岗位安全生产职责，强化员工HSE培训，提升员工

HSE知识与技能。对新调整或提拔的7621名处科级干部和74351名在职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安全环保履职能力评估。

在标准化站队建设方面，

深入企业开展督导调研，组织

召开基层站队HSE标准化建

设工作推进会，总结交流经验

做法，加大工作推进力度；收

集汇编HSE管理典型经验和

有效做法，下发企业学习借鉴，

推动建设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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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职业健康基础管理

修订印发《职业卫生档案管理

规定》，优化档案信息化管理，进

一步明确劳务派遣人员、业务外包

人员和承包商等相关人员的职业卫

生档案管理要求；细化油气田、炼

化、销售、管道等四个专业的职业

卫生量化审核标准内容，完善专项

审核要求。

加强员工健康管理

全面推行人员出国前体检评估，高度关注心脑血

管等常见疾病，对重点人员进行跟踪干预；组织编制

石油员工心理健康知识读本，规范员工突发疾病等意

外情况信息报告，全力保障员工身心健康。

开展职业健康专项整治

积极跟踪协调，加强建设项目职业卫生评价与“三

同时”管理，按月督办并通报工作情况。强化作业场

所职业危害检测要求，重点开展化验室和粉尘工作场

所现场检查，督促有关企业对超标场所进行有效治理。

职业健康管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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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海外医疗健康保障

严密跟踪全球传染病疫情发展，高度关注项目所在国传染病、地方病等情况，做到派出人员健康

体检和评估全覆盖，切实做好海外项目工作人员身体健康防护工作。

组织开展各种健康活动

以“五个一”为载体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组织职业健康管理人员业务培训，聘请

国家主管部门和同行业专家授课，进一步提升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组织专家开展“送阳光

到海外”活动，持续推进海外员工心理健康服务热线工作。

15



强化企业分类监管

结合公司风险特性和管理现状，制定下发了企业风险分类标准并实施差异化管控，对重点监管企业实现专项督

查全覆盖；对一类风险企业和川东北高风险项目开展安全环保诊断评估，对其他类型的企业，根据其风险程度，实

行差异化监督管理，做到监督全覆盖。

优化监管方式方法

创新安全监管方法、优化安全监管方式。加强与企业所在地方政府沟通、交流，推动总部、所属企业与地方政

府安全监管资源共享，推动与地方政府建立地企安全生产联合监管机制，从而达到既减轻企业迎检负担、提高监管

效率，也能够形成监管合力，提升监管效果的目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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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隐患治理

根据政府要求，结合行业特点，制定隐患判定 (问责）标准，分专业组织开展油气井、油气站库罐区、油气管道、

危险化学品装卸设施等专项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强化重大隐患挂牌督办，促进本质安全水平进一步提升。

推进危化品专项整治

建立危化品内部准入机制，严格限制不明特性的外来危化品进入作业现场。对企业危化品三年专项治理工作进

行中期督办指导，开展危化品道路运输安全隐患整治，规范危化品装卸、运输安全管理。建立储罐二次密封腔内油

气浓度专项检测与检查标准，组织开展储罐二次密封检测排查，并探索进行进一步整治。

17



狠抓承包商监管

出台外部承包商监管“五项刚性措施”，严格承包商人员培训取证、现场门禁管理、现场监管、责任追究和黑

名单等管理要求；开展外部承包商摸底调查，组织全系统开展外部承包商专项审核检查，严格承包商过程监管，清

退不合格承包商队伍。

强化应急保障能力建设

开展水体溢油应急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海上应急救援响应中心及其站点建设，组织开展海上应急演习和重点

作业项目应急值守。在大连等地建设 3个沿海溢油应急物资库，在吉林等地建设 4个内陆溢油应急物资库，形成了

“3（站）+7（库）”水体溢油应急响应救援工作模式。目前已具备国内业务和重点地区三级溢油应急处置能力，实

现 12小时 1200km范围内全覆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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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强化大气污染防治

制定并实施公司重点区域打赢蓝

天保卫战三年实施方案，召开现场推

进会，制定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长

三角区域、汾渭平原等区域所涉企业

具体强化措施，并开展挥发性有机物

防控的专项督查。

稳步推进污染源普查

落实公司污染源普查工作方案，采取周调度、月报告、年考核等方

式推动工作进展，完成排污企业污染源清查建库，建成并上线运行公司

污染源普查信息系统，实现公司污染源一张图GPS系统动态管控。

进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力度

持续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全过程跟踪监督治理项目实施进度，积极

推进 VOCs 治理和加油站防渗改造，截至 2018 年底，共完成 VOCs

治理项目 172 项，26家炼化企业均取得新的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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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航”公益项目为爱加油

“旭航”助学于 2015 年启动，是中国石油发起

的专注于教育领域的公益项目，旨在对部分欠发达地

区贫困高中生提供学习、生活资助，帮助他们获得公

平教育机会，架起通往大学的桥梁。截至 2018 年底，

项目已在四川、河南、贵州、江西 4省的国家级贫困

县和革命老区 10所学校实施，累计发放助学、奖学

金 1000 余万元，已有 5000 余人次贫困高中生从中

受益。

社会表现

温暖回家路·铁骑返乡

2019 年春节前夕，中国石油连续第八年开展“温

暖回家路·铁骑返乡”志愿服务，开放福建、广西、

江西、湖南、湖北等 7个省的主要国道、省道 121

座加油站，为春节骑行返乡的打工者提供免费加油、

食品和保险等服务。

打好蓝天保卫战

为应对冬季采暖供应，公司力争实现“安全输气、平稳输气、多输气”的总体目标，提前制定方案，科学调配资源，

全面提升保供能力。从内陆到沿海，从戈壁荒漠到繁华都市，滚滚气流奔腾不息，温暖千家万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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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

职业健康监护：

工作时间（简称工时）：

事故：

总可记录事件率：

环境：

环境影响评价：

化学需氧量（COD）：

氨氮：

二氧化硫（SO2）：

氮氧化物（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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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劳动者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以及应急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健康

监护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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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百万工时工业生产中总的可记录事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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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在规定条件下，用氧化剂处理水样时，在水样中溶解性或悬浮性物质消耗的

该氧化剂的量，折合计算为氧的质量浓度。

是指水中以游离氨（NH3）和铵离子（NH4
+）形式存在的氮。

又称亚硫酸酐，有刺激性气味的无色气体。用于生产硫以及作为杀虫剂、杀

菌剂、漂白剂和还原剂。在大气中，SO2会氧化成硫酸雾或硫酸盐气溶胶，

是环境酸化的重要前驱物。大气中SO2浓度在0.5ppm以上对人体已有潜在影

响；在1~3ppm时多数人开始感到刺激；在400~500ppm时人会出现溃疡和

肺水肿直至窒息死亡。SO2与大气中的烟尘有协同作用。当大气中SO2浓度为

0.21ppm、烟尘浓度大于0.3mg/m3时，可使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增高，慢性病

患者的病情迅速恶化。

指的是氮的氧化物的总称。常见的氮氧化物有一氧化氮（NO）、二氧化氮

（NO2）、一氧化二氮（N2O）、五氧化二氮（N2O5）等。氮氧化物都具有不

同程度的毒性。通常所指氮氧化物主要是NO和NO2两种成分的混合物，用NOx

表示。它是大气中常见的主要污染物。

术语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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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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