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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1 次缔约方大会

召开！

气候变化是人类可持续
发展的共同挑战！ 

能源革命的必由之路是
绿色低碳！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以油气勘探开发、炼油化工、

油品销售、油气储运、工程技术服务、石油工程建设、

石油装备制造、金融服务、新能源开发等为主营业务的

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2014 年，在 PIW 公布的世界

50 家大石油公司综合排名中位居第三，在《财富》杂志

全球 500 家大公司排名中位居第四。

我们制定了《绿色发展行动计划》，坚持以绿色的方式

生产清洁能源，努力创造能源与环境的和谐。

更多  

2014 年，国内天然气销量 1195 亿立方米，占国内市
场份额的 70%，相比 2010 年增加 78.6%。

超过 5.1 万公里的天然气管道，占全国 78%

覆盖 29 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受惠人口超过 5 亿 .（作图）

更好  
2014 年，国内成品油销售量 11702 万吨，占国内市
场份额的 40%，车用汽柴油全部达到国Ⅳ标准。

更广  
2014 年，运营天然气管道长度达到 5.1 万千米，总里程
占全国的 78%，受惠人口达五亿。

更多内容请见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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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车 用
汽柴油全部达
到国Ⅲ标准

2013 年底车用汽
油达到国Ⅳ标准，
2014 年底前车用
柴油达到国Ⅳ标准

2017 年底公司全部汽
柴油均升级到国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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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5.1万千米的天然气管道，
占全国 78%

覆盖 29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受惠人口超过 5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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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采用可再生纸和 UV 环保油墨印刷。

500, 000, 000

我们：

       认同全球气温升幅控制 2℃以内；

       致力于绿色低碳发展；

       积极与社会共享温室气体控制实践。

中国石油凭借在绿色低碳发

展方面的优异表现，连续五

年获得“中国低碳榜样”奖项。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2014环境保护公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安全环保与节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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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为便于表达和阅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本报告

中还以“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公司”和“我们”表示。

本报告采用可再生纸和UV环保油墨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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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国际 可持续

本报告采用国产环保纸印刷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 王宜林 先生

天然气产量
约占全国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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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年天然气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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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非常规油气

我们成立了中国国家能源致密油气研发中心，在长庆油田实现规模有

效开发，2014 年公司致密气产量达到 267 亿立方米，建立了中国最

先进的煤层气实验室，建成了沁水和鄂东两大煤层气生产基地，2014

年生产商品煤层气 13.6 亿立方米，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页岩气

开采和分段压裂工艺技术，四川长宁—威远、云南昭通两个国家级页

岩气示范区建设初具规模。

发展生物质能源

作为低碳经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中国石油始终重视生物质能源的

研发和规模化应用。我们的乙醇汽油生产能力已达 300 万吨，并在

东北地区实现规模化供应；我们解决了航空生物燃料产业发展的关

键技术瓶颈，从麻风树果实中提炼的航空生物燃料已经试飞成功，

与传统的航空煤油相比，该燃料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了

50%~90%，成为替代化石燃料的理想选择。

推进节能减排工程

我们不断加大节能减排技术和能量系统优化技术的研发利用，持续推进

能量系统优化、自用油替代、伴生气回收利用等十大节能工程和油田污

水处理及配套管网改造、炼化污水深度处理及回用等十大减排工程，努

力将生产运营可能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2010~2014 年，中国石油完成减排项目 146 项，节能项目 479 项，

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注重低碳技术研发

中国石油深知科学技术应用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

性，发展了二氧化碳驱油与埋存等重要低碳技术，承担的国家 863 计划

“二氧化碳驱油提高石油采收率与封存关键技术研究”项目通过国家验

收，在吉林油田建成了国内首个二氧化碳分离、捕集和驱油等全产业链

CCUS 基地，年封存能力达 50 万吨。

实施火炬熄灭行动

我们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加强技术攻关，实施了火炬熄灭行动。

塔里木油田针对油田勘探开发过程中的伴生气放空问题，采用撬装化伴

生气回收工艺，建成了年回收能力 9.9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回收网络，累

计回收天然气 20 亿立方米，轻烃 6200 吨。

致力碳交易市场建设

中国石油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化机制的构建，联合出资成立的天津排放

权交易所是中国第一家综合性排放权交易机构。2009 年完成了中国首

笔基于规范碳盘查的碳中和交易，2010 年完成了首批能效市场碳减排

量签发，2011 年完成了中国内地首笔基于 PAS2060 碳中和标准的企

业自愿碳减排交易。

2014 年，致密气占中

国石油天然气产量的比

重为 28%。

28% 2014 年，中国石油

商品页岩气累计产

量为1.77亿立方米。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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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煤层气累计产量

为 13.6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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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规模化林业碳汇

中国石油始终把推进绿化工作、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作为企业的重要

社会责任，支持国家碳汇林建设，与国家林业局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碳

汇基金。自 2001 年起在新疆油田开展碳汇林基地建设项目以来，已

在荒漠上造林 14.8 万亩，植树 4800 万株。

开发一个区块，建设一片绿洲，
撑起一片蓝天

完成耕地复垦 1.2
万 亩、 覆 土 整 治

68 万 立 方 米、 绿

化面积1.69万亩；

继续完善 10 万
亩碳减排林基地

建设；

主 动 承 担 地 方

3000亩沙漠治
理任务。

漠大线 新疆油田 宁夏石化

案例  辽阳石化氧化二氮减

排项目采用催化分解技术，

每年可减排 1000万吨二

氧化碳当量；塔里木油田放

空天然气回收项目实施以来

共减排 400 万吨二氧化

碳当量。

1000
万吨

400
万吨

2008 年 捐赠了第一笔资金，与国家林
业局和 7省市联合，启动碳汇
林建设项目。

2012 年 以建设碳汇林的方式，出资 600 万元承担北京
“平原造林工程”200 亩造林绿化任务。

2014 年 投入 5822.61 万元公益绿化资金，植树 487.12 万株。

2010 年 和国家林业局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绿色碳汇
基金会”，并捐资 5000 万元助力中国林业
碳汇发展。

2013 年 投入2900万元公益绿化资金，植树70万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