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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缅油气管道

（缅甸）企业社会责任专题报告》披露了中缅油

气管道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在缅甸全面履行社会责

任，努力做优秀企业公民的情况。

我们遵循客观、规范、诚信、透明的原则编

写本报告。报告有中文、英文、缅文三种语言版

本，如有歧义以中文版本为准。为方便阅读，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本报告中也以“中国石

油”、“公司”和“我们”等指代。

报告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电子版

可登录公司网站下载。纸质版报告可发送电子邮

件至csr@cnpc.com.cn索取。欢迎访问公司官

方网站www.cnpc.com.cn了解更多信息。

csr@cnpc.com.cn

www.cnpc.com.cn



关于我们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世界主要的油气

生产商及工程技术服务商之一，集油气勘探开

发、炼油化工、销售贸易、管道储运、工程技

术、工程建设、装备制造、金融服务等业务于

一体。公司在《石油情报周刊》2015年世界50家

大石油公司综合排名和《财富》2016年世界500

强排名中均位列第3位。公司在全球35个国家开

展油气投资业务，为71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工程

技术和工程建设服务。

中国石油2001年开始在缅甸参与油气合

作，主要合作伙伴包括缅甸国家石油天然气公

司、韩国浦项制铁大宇公司、印度石油天然气

里海勘探生产公司、印度天然气公司、韩国天

然气公司等。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是公司在缅甸

最大的投资项目。

第3位

公司在《石油情报周刊》2015 年

世界 50 家大石油公司综合排名和

《财富》2016 年世界 500 强排名

中均位列第 3 位

公司理念

企业公民理念

企业公民理念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既是实现经济、环境、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既是顺

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外在要求，也是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在需

求 ；既是企业转变发展，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企业国际化发展

的战略需要。

遵循“奉献能源、创造和谐”的企业宗旨，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企业，

回馈社会、实现价值共享，致力于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三大责任的有机

统一，努力成为更具财富创造力、更具品牌影响力和更具社会感召力的优

秀企业公民。

国际合作理念

互利共赢

合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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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油气管道建成投运

1

2 3

1. 2017 年 4 月 10 日，《中缅原油管道运输协议》签署

2. 2013 年 7 月 28 日，中缅天然气管道正式通气，缅甸西海岸的天然气输送到中国

3. 2017 年 4 月 10 日，卸油臂与油轮对接，中缅原油管道工程正式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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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为您呈现这份报告。

缅甸有着古老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当地石油开采历史有百

余年，是东南亚地区主要的能源生产国之一。近年来，缅甸经济社会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平等获取能源等方面有着宏

伟的规划。缅甸市场对全球油气企业充满了吸引力。中国石油一直重视缅

甸市场，2001年参与缅甸油气合作以来，携手合作伙伴，遵守当地法律法

规与国际规范，致力于为缅甸油气开发利用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我们先

后开展了三个深水区块油气勘探项目，并与缅甸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韩

国浦项制铁大宇公司等合作伙伴共同运营中缅油气管道项目。

中缅油气管道作为一个成功的国际化商业合作项目，具有较好的商业

前景和社会效益。它不仅实现了缅甸油气进出口多元化、带动缅甸油气产

业成长及清洁城镇化发展，而且在稳定区域能源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全球重要的油气生产和供应商之一，中国石油致力于携手合作

伙伴共同构建全球现代能源供应体系，推进能源供应更加清洁、高效、安

全、可持续，实现能源生产与环境、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利用天然气是公

司的战略性成长性业务，我们在天然气勘探开发、储运、利用等领域拥有

丰富的经验。中国石油愿意继续发挥在技术、管理和资金等方面的优势，

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携手合作伙伴，深化与缅甸的油气合作，拓展

整个价值链上的价值分享，为缅甸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能源。

中国石油将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的可持

续发展，继续融入缅甸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努力为当地利益相关方创造和

分享价值，做优秀企业公民。我们将不断寻求扩大产业合作，为缅甸创造

更多就业机会、培养更多人才，培育本土产业链。我们将更加注重控制生

产运营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在教育、医疗、供水、

供电等方面继续贡献力量，助力缅甸经济社会持续繁荣发展。

感谢缅甸各界长期以来对中国石油的支持关注，以及合作伙伴的理解

信任。

欢迎对本报告提出宝贵意见。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董事长

董事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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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是缅甸首个纵贯南北的大

型油气管道设施。途经地区地形复杂、生态多

样、社会依托较弱，项目不仅施工面临较大的

环境和健康风险，在当地物资采购、人力资源

供应方面也受到局限。这些因素会提高我们的

运营成本。此外，这个项目是缅甸开启经济改

革以来最大的外资项目，自然备受各界关注，

我们需要倾听、分析和满足来自社区等众多利

益相关方的多元诉求。

事实证明，我们与合作伙伴一起战胜了这

些困难和挑战。中缅油气管道已经成为缅甸的

一条能源大动脉，将为缅甸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我们项目的成功运营主要是归功于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密切结合了缅甸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尤其是在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政策

规划，切实符合缅甸利益和可持续发展需要。

二是项目运营重视合规管理，严格遵守缅甸法

律法规，遵循国际惯例，在HSE、本地化用工

等方面执行高标准。三是与政府、合作伙伴、

社区、NGO组织等保持透明沟通和协商，理解

和满足各方合理诉求，努力做缅甸的优秀企业

公民。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还有

诸多可提升空间。我们愿意接受各方监督，不

断改进我们的工作，欢迎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姜昌亮 总经理

中缅油气管道项目运营经受了哪些挑战？何以取得目前的成绩？

中国石油集团东南亚管道有限公司总经理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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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在缅甸发展有何展望？

随着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全面从建设期转入 

运营期，我们今后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管道的

安全平稳运行上。我们也在加快本土人才培

训，培养出一批管理好、技术强的本地管道专

业人才，成为项目长期管理运营的中坚力量。

继续大力推进本地服务外包，培育缅甸本土供

应链，提升产业链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我

们高兴地看到缅甸经济改革颇有成效，有望成

为东南亚经济体中的一颗新星。这对我们来说

意味着机遇。我们愿意继续投身于缅甸的经济

开发和能源利用，在油气中、下游综合利用领

域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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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是国际化商业合作项目。其中，中缅原油管道由中国石油集团东南亚管道有

限公司、缅甸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共同投资建设，双方合资成立东南亚原油管道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

运营管理 ；中缅天然气管道由中国石油集团东南亚管道有限公司、缅甸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韩国浦

项制铁大宇公司、印度石油天然气里海勘探生产公司、印度天然气公司、韩国天然气公司等六家共同

投资建设，由合资公司东南亚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合资公司均采用股东会/董事会管理模

式，对重要事务进行规范决策。

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介绍

马德岛30万吨级原油码头

东南亚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股东会/董事会

中国石油集团东南亚管道有限公司 缅甸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东南亚管道有限公司 韩国浦项制铁大宇公司缅甸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 韩国天然气公司印度天然气公司印度石油天然气里
海勘探生产公司

股东会/董事会

东南亚原油管道有限公司

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合资公司运营管理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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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原油管道

中缅原油管道起点为缅甸西海岸马德岛，途

经若开邦、马圭省、曼德勒省、掸邦，向北经中

国云南省瑞丽市进入中国境内。缅甸境内管道全

长771千米，管径813毫米，一期工程输油能力

1200万吨/年，二期增加到2200万吨/年，缅甸境

内年分输量200万吨。配套建设一座30万吨级原

油码头，年接卸能力2200万吨。2017年4月10

日，中缅原油管道工程开始投运。

中缅天然气管道

中缅天然气管道起点为缅甸西海岸兰里岛，

与原油管道并行敷设，经中国云南省瑞丽市进

入中国境内。缅甸境内管道全长793千米，管径

1016毫米。一期工程输气量为52亿立方米/年，二

期工程增加到120亿立方米/年。按照合作协议，

在缅甸境内设置皎漂、仁安羌、当达和曼德勒四

个天然气分输站，每年为当地输送不超过20%管

输量的天然气。2013年7月28日，中缅天然气管

道正式通气，随后通过分输站向缅甸市场供应天

然气。

中缅油气管道（缅甸段）走向示意图

掸邦

中国

缅甸

曼德勒省

马圭省

若开邦

中缅原油管道

中缅天然气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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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创造共享价值

本土化是我们重要的全球运营战略，也是实现公司社

会价值的重要途径。我们最大程度地结合运营所在地政府

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利益相关方期望、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等因素，挖掘生产运营每一个环节的潜力，尽可能地创

造和扩大与利益相关方的共享价值。在缅甸，我们重点在

于服务本地能源发展需求，为社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提升

本地员工专业技能和管理经验，并在供应链上发掘和培养

缅甸本土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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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本地产业发展

中缅油气管道是缅甸迄今最大的油气输送

基础设施。管道纵贯缅甸南北，开辟了缅甸油

气进出口的新通道，更为重要的是将缅甸南部

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和进口的原油送往中部、北

部等主要消费市场。资源和消费市场的顺利衔

接，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参与缅甸上

游开发及下游利用，帮助南部将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和产业优势，促进缅甸油气产业的成长

和发展，服务和带动民生发展和经济增长。管

道可为炼化、天然气终端利用等下游项目提供

原料和燃料，从而满足社会对成品油、电力、

化工产品等的需求。越来越多的缅甸民众将用

上更加清洁、现代的能源，提高生产效率、改

善生活质量。

2013年9月18日，缅甸《7日报》报道了中缅天然气管

道为皎漂提供天然气发电，皎漂市区和周边村庄居民

享受到低电价和充足的电力供应。报道称：“每度电

的价格曾高至500缅币，现在的电价同比以前便宜了很

多，仅为每度35缅币，已经实现了全天24小时供电。

因而，越来越多的人申请安装电表，在原有3800个电

表的基础上还将安装2000多个电表。”

2013年12月1日，缅甸《11日报》以《中缅天然气管道

曼德勒分输站每日分输200万立方英尺天然气》为题，

报道供气对工业生产和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报道说：

“中缅天然气管道的曼德勒天然气分输站11月24日起每

日向当地输送200万立方英尺天然气，主要为皎涩工业

区的用户提供能源。其中一半输往投资超过600万美金

的玻璃厂，每天产玻璃117吨，年产量42700吨，将有

效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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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提高了浮法玻璃厂的产品质量

皎 漂 是 一 个 自 然 资 源 非 常 丰

富的地方，要把这些资源转变成产

品，电力供应是必须的。主干电线

还没有连接到这里时，我们市区只

能依靠柴油发电机供电。一些投资

者承受不了高昂的电价就离开了。

如今，天然气管道投产后，我们在

建一个以天然气为动力的230千伏发

电站，将可为皎漂市区和若开邦内

的其他市区提供电力。我们正在利

用天然气发电来发展皎漂市社会经

济，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我们计

划邀请国内外的投资者参与皎漂经

济开发，增加就业机会。

以前村子没有供电，只有市区才

有。一到晚上到处黑乎乎一片，做饭

也好，孩子学习也好，都很不方便。

天 然 气 管 道 投 产 后， 政 府 兑 现 了 承

诺，我们现在每度电只需35缅币，而

且实现了二十四小时供电。虽说我们

这样的小村子没有什么经济产业，但

是不管煮菜做饭还是孩子们的学习条

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可以听收

音机获得很多见闻知识。我希望不仅

仅是我们村子，所有若开邦居民都能

享受到这样的好处。

以前市内很多是私人发电机供

电， 每 度 电800缅 币， 而 且 经 常 断

电。我自己有备用发电机，但我很

不喜欢，因为发电时候太吵了，对

周围的邻居影响也很大。现在用天

然气供电，像我们这种商家，每度

电70缅币，普通居民用电35缅币，

大伙都用得起电了。我的电器销售

量增长了20%。

皎漂计划建成经济特区并开发

皎漂深水港，现在用的天然气发电

机将会达到50兆瓦的发电功率，对

皎漂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我

们也会从中受益。我们都很期待。

吴觉度梭
皎漂市原市长

吴额觉
皎漂椰林村村长

郭吴散
皎漂电器销售商

案例

为缅甸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清洁动力

中缅天然气管道经由皎漂、仁安羌、当达、曼德勒分输站源源不断地向

中西部广大地区输送清洁能源。在皎漂，天然气发电正在改变当地居民的生

活条件，为皎漂经济特区的建设增添新动力。在曼德勒，天然气已经输送到皎

涩工业区，不仅满足了园区工业用户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也有利于产品质量升

级。首批用户包括浮法玻璃厂、水泥厂以及新建的装机容量100兆瓦的天然气

发电厂。清洁高效的天然气帮助浮法玻璃厂提高产品品质，满足市场对高质量

玻璃产品需求。发电厂将为大量缅甸中部民众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在工业重

镇仁安羌，我们提供的天然气为缅甸最古老的工业基地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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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创造共享价值

提供就业机会

我们结合当地人力资源供应情况制定了员

工本土化目标分步实施计划，逐步提高本地员

工所占比例。项目建设期，我们对项目建设总

承包方明确了“人力资源本土化、社会依托本

土化、工程分包本土化”的要求，努力为当地

社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改善沿线家庭经济收

入状况。在施工高峰期，雇佣缅甸当地员工达

6000多人，超过在缅参建人员总量的60%。随

着管道投入运营，我们将聘用和培养更多管理

和技术方面的本地人才。截至2016年底，公司

在缅甸员工本土化比例达到72%。

培养当地人才

我们努力培养一支优秀、专业的本地员工

队伍，尤其注重本地青年人才的培训培养，提

升本土员工在管理、专业技术、操作技能等岗

位的比例。我们在马德岛建设培训中心，以不

断满足当地人才的培训需求。为本地员工制定

了岗位培训计划，联合缅甸仰光大学及中国西

南石油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进行语言

和专业知识培训及管道企业现场实习，并挑选

经验丰富的技能专家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模式

帮助本地员工在工作中快速成长。2015年公司

选派Aung Hla Moe（中文名字张家富）、Kaythi 

Khaing（中文名字张惠芳）两名缅籍员工前往中

国昆明理工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提升本地员

工的专业化和国际化水平。

78人（次）

截至2016年底，本地员工中先后

有78人（次）因工作业绩突出被

评为优秀员工

在公司的培养和个人努力之下，许多本地员

工快速成长，日趋成为公司各岗位业务骨干。截

至2016年底，本地员工中先后有78人（次）因工

作业绩突出被评为优秀员工。

本土化

人力资源

工程分包 社会依托

截至2016年底，
公司在缅甸员工本土化
比例达到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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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2

3

1. 本地员工正在接受操作技能培训

2. 本地驾驶员参加业务培训

3. 本地员工在中国西南石油大学接受培训

4. 本地优秀员工获表彰（2014年）

本地采购

我们立足缅甸本地物资供应与服务市场，优

先考虑缅甸本地企业，培养本地工程分包商、材

料供应商和服务商。先后有226家本地企业参与

了管道项目建设，涉及保险、运输、管道现场施

工、驻地基建项目、社会援助项目EPC承包等多

个领域。本地采购支出约占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

额的四分之一。

1/4

本地采购支出约占项目一期工程总投

资额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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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创造共享价值

Aung Hla Moe（中文名字 

张家富），2011年9月至今

在东南亚原油管道有限

公司公共关系部工作，

平时负责部门财务报销、 

翻译及摄影摄像等工作，

被评为2013年度、2014年

度“优秀缅籍员工”。

Khant Nyar（中文名字毛帅），

2010年毕业于模比技术大学机械

工程专业。2012年加入公司，现

在曼德勒泵站从事技术操作岗

位工作。

我热爱我的工作

作为缅甸第一批加入这个项目的大学生，只有

不断地学习才可以提升工作能力。公司安排了很多培

训，每天我都有新收获。我热爱我的工作。我要努力

学习更多的知识来迎接每一天的挑战，并在未来的工

作中，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

我很自豪

参加工作以来，领导和同事给予我细心的帮助

和指导。我们的工作环境非常和谐，在公司现代化的

办公环境中，我学习了无纸化办公，工作效率大大提

高，让我受益颇深。

我在公司接受过摄影、摄像培训，跟随摄制组拍

摄记录管道工程建设，并逐步在公司多项大型活动中

担任摄影、摄像工作。

公司尊重本地员工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每逢

当地节假日时给本地员工放假。在一些民族节日也组

织捐赠，中方同事们积极响应参加。

我的薪酬水平在当地属于中等或者中上等，我

比较满意。2014年初，我得到了公司首届“优秀缅籍

员工”荣誉和奖励。2015年我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

管理委员会的奖学金名额，前往昆明理工大学攻读硕

士研究生，获得了新的职业发展机会。同事们非常羡

慕，我也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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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自己工作有价值

我与公司有经验的中方同事一起工作，

大家相处融洽。我们及时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

工作，将每项事务处理得尽善尽美，经常得到

大家的称赞。我很高兴，感到自己的工作有价

值。

希望公司有长足发展，员工的福利不断提

高。公司也给贡献大、业绩好的资深员工增加

了工资。这是对员工的肯定与鼓励，增加了团

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早日掌握各项管道技术，

为缅甸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缅管道是一条十分重要的能源通道。

它不仅为我们国家提供了能源，也为我们捐助

了很多社会公益物资，帮助我们建设医院、学

校，为缅甸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

很骄傲自己是中缅管道的一员。在将来的日子

里，我会继续努力工作，学习本领，早日掌

握各项管道技术，为缅甸的发展做出自己的 

贡献！

Ma Su Tha Zin（中文名字 

周昌秋），2011年3月加入 

东南亚天然气管道有限公

司，先后任职于曼德勒办公

室及行政中心。

Aung Kyaw Soe（中 文 名 字 

洪士志），2011年毕业于曼德

勒技术大学石油工程专业，

2012年加入公司。先后接受了

仰光外国语大学和曼德勒孔子

课堂的中英文培训，并前往中

国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油气管

道专业培训和现场实践。现就

职于木姐管理处南坎计量站。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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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环境足迹

我们遵循中国石油的全球安全环保文化，严格遵守缅

甸政府有关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将珍爱环境的理念

贯穿到管道建设全过程，努力减少环境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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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环境足迹

为确保管道安全运营，我们从管道技术、施

工管理、运营安全等方面努力。按照“在保护中

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通过运用机载激

光雷达测量技术(LIDAR)、海沟穿越技术，最大

程度减少对地表和植被的影响。

在设计阶段，我们聘请第三方环境监理审

查环境保护设计，确保符合环境评价及环保要

求。在施工准备阶段，我们与当地签订营地固

废、液废处理协议，检查堆管场和施工营地环

保措施的落实。在施工阶段，监督各承包商针

对不同的环境落实相应环保措施。比如，在水

田地段作业时，铺设过水涵管保证农田灌溉用

水，施工后及时恢复农田水系。

如何保证管道按照高环保标准建设运营？

如何保证管道长期安全平稳运营？

公 司 按 照 管 道 完 整 性 管 理 和QHSE体

系，基本实现管道阴极保护率100%，确保了

管道安全 ；在管道沿线安排100多名巡线人员和 

50多名阀室看护人员，保证24小时巡护和值

守。每年汛期前，重点排查重大自然灾害隐

患，汛期中及时开展应急抢险，汛期后积极修

复水保工程。

崔新华 安全总监

100%

公司按照管道完整性管理和QHSE体

系，基本实现管道阴极保护率100%

中国石油集团东南亚管道有限公司安全总监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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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余个

我们设置了1个标准化维抢修中心

和3个维抢修队，编制现场处置预

案170余个

我们设置了1个标准化维抢修中心和3个维抢

修队，编制现场处置预案170余个。组织所有技术

人员和安保人员参加技能培训。管道安保方面，

广泛收集管道安全信息，努力做到提前预警、提

前处置，确保人员安全，充分保障管道每一分钟

安全运行。

我们注重在港口作业时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使用配备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和油水分离装置的多

功能船、拖轮，保证生活污水、含油污水处理后

达标排放。开工至今，未发生油污污染海洋事件

或重大及以上的生态环保事件。

垃圾分类

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

固体（玻璃饮料罐体等）

塑料制品及含油类

焊接工序废料收集桶其他垃圾 水泥袋回收

食品类

什么是管道阴极保护？

管道建成后，在土壤环境中容易发生

腐蚀，危及管道安全。通常用外加电流的办

法，将管道与直流电源的负极连接，把管道

变成一个大阴极，消除腐蚀电流，从而避免

腐蚀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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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德岛使用的拖轮具备以下功能

海水消防系统

消油剂喷洒装置

配备甲板吊机和垃圾箱

Lamor油回收系统

喷射海水和消防泡沫辅助消防作业

溢油处置：向海面溢油喷洒消油剂，减少对海

洋环境的影响

收集海面垃圾

溢油处置：将海面溢油回收至船上的污油

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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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哪些举措保障员工健康？

我们特别注意工作场所中所有可能危及员

工健康安全的隐患。热带地区野外作业环境特

殊、健康医疗设备缺乏，员工易患传染病和职

业病。公司建立健康监理机制，发布《员工健康

知识手册》，提升员工健康知识和应急救护常

识。员工体检率100%，职业病发病率为零。在

施工阶段，健康监理人员每月对施工现场、营地

进行巡检。定期召开监理例会，总结职业健康

落实情况和存在问题，组织承包商、项目负责

人、技术负责人等相关人员参加专题会议，讨论

重大职业健康风险、不符合项的整改措施，消除

危及员工健康的隐患。

我们全力预防、识别、严控毒蛇咬伤、

疟疾、登革热等多种热带传染病和地方病。 

2010年开工至2016年12月，全体人员无一人被

蛇咬伤、无一人患登革热、无一人患疟疾。

100%

员工体检率100%

职业病发病率为零

2010年开工至2016年12月，

全体人员无一人被蛇咬伤、无

一人患登革热、无一人患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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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E管理九项原则

任何决策必须优先

考虑HSE

各级管理者对业务范围

内的HSE工作负责

事故隐患必须

及时整改

安全是聘用的

必要条件

各级管理者必须 
亲自参加HSE审核

所有事故事件必须及时

报告、分析和处理

企业必须对员工进行

HSE培训

员工必须参与岗位危害

识别及风险控制

承包商管理执行

统一的HSE标准

施工前，我们遵循业界通用的赤道原则和世界银行导则，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管道线路设计绕

行生态敏感区、文化遗产保护区。将环保条款列入EPC合同，聘请专业环境监理对承包商进行环保

监督和管理。建设全过程实现环境“零污染、零事件”。

1

7

3

9

5

2

8

4 6

泰国IEM公司对中缅

天然气管道出具的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环境监理重点

环境监理专题会议
现场检查

环境敏感区及重大环

境影响作业面施工 
许可管理

每周生产调度例

会 ：报告承包商

环保工作

环境风险识别及预警
环境不符合项处理



25

中缅油气管道（缅甸）企业社会责任专题报告

我们的承诺 QHSE承诺

QHSE方针、计划

QHSE委员会评审

QHSE报告

有效地

实施体系

每个人都努力

做好QHSE工作

定期报告

QHSE绩效

监督QHSE管理工作

方针和计划 QHSE年度报告

通过检查评估

提出整改措施

我们的目标

是否达到

QHSE管理体系

QHSE管理方案

QHSE绩效

行动行为

审核及管理层评审

检查检测与评估

绩效数据与目标对比

建立QHSE
管理体系

体系审核评审

并持续改进

实
施

运
行

审核评审

   
   

   
  

  
  

  
监

督
体

制

   
    

    
      

绩效考核
  

东南亚管道公司QHSE管理体系PDCA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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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土地占用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按照“最大程度减少土地占用，保护耕地种植”原则，优化管道敷设技术方

案，使用警示带分隔土地边界，按照不同地理环境保证作业带宽最小。在南塘河大峡谷，峡谷两侧

为陡坡和陡崖地形，最大坡度达79.5度，最大落差为203.5米，管线成“V”形。我们将作业带宽度由

60米优化为40米，减少对植被的损坏，并在山坡上建立临时施工平台存放原材料以减少对耕地的影

响，保证在40米作业带内进行所有施工和运输活动。在若开山林区和缅北山地林区，我们采取同沟

敷设技术使作业带宽直接降至25米，减少森林占用面积92公顷。

绕线环境敏感区

缅甸地处热带、亚热带，生态环境类型多样，并且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们在管线设计阶段就将

生态多样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总体考虑。凡遇到佛塔、庙宇、学校、坟地、动植物保护区，管线

一律避让。比如，为了避免对缅甸国家级宗教文化旅游风景区波巴山的影响，我们选择了绕行敷设。

在若开山林区和缅北山地林区，我们采取同

沟敷设技术使作业带宽直接降至25米，减少

森林占用面积92公顷

92公顷

我们将作业带宽度由60米优化为40米

60m      40m

公司通过设置警示牌、宣传画等多种方式使环保观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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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领先技术减少对地表扰动

公司践行建设环境友好型企业承诺，努力降低管道施工对环境的影响。比如，在勘测阶段，我们

采用机载激光雷达测量(LIDAR)技术替代传统的人工GPS测量技术，避免了对若开山林区和缅北山地

林区森林植被的影响。在海沟穿越施工时，我们采用定向钻穿越技术取代了大开挖，入土点和出土点

全部选在陆上，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海洋生态和两岸的红树林。

施工注重保护红树林

数字高程模型

倾角
位置

范围

点云
高程

经度

纬度

机载激光雷达测量(LIDAR)技术示意图



28

减少环境足迹

生态恢复

我们将“地貌恢复工作及要求”列为EPC施工合同专门条

款，制定了详细的要求。比如开挖管沟时，对表层土和下层土分

层堆放，回填时严格按照“熟土在上、生土在下”的原则，减少

土壤肥力损失。针对沿途不同地貌特点，因地制宜制定了相应的

水土保持方案，确保不影响周边农作物种植。如在若开山及北部

山区，我们采取了修葺梯田、修建竹篱笆等方式降低水土流失风

险。管道施工完成后，及时修复作业带，恢复地貌和植被，在米

坦格河北岸侧线路Ⅰ号断崖、Ⅱ号断崖及南塘河穿越北岸等地质

灾害频发地段，采用混凝土浇筑方案预防水土流失。

熟土

生土

施工过程中生态恢复和水土保持典型实践

地形特点

易发生滑塌、

冲蚀地段

解决方案

浆砌石

地形特点

陡坡

解决方案

加固挡土墙

地形特点

山区

解决方案

人工播撒草籽、

草袋

地形特点

地质灾害多发地段

解决方案

混凝土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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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坦格河两岸绿草葱葱

施工占用的农田恢复种植

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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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运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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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运行安全

我们追求“零缺陷、零伤害、零污染、零事故”的目

标。保障管道运行安全永远是我们的工作核心。这不仅体

现在我们对管道建设质量的高标准和高要求，还体现在我

们在运行安全上所投入的大量管理和技术资源。

零缺陷

零事故

零伤害

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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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运行安全

管道建设质量

今天的质量，就是明天的安全。中缅油

气管道建设过程中坚持高标准质量管理，严

格遵守美国石油学会（American Petroleum 

Insititute， 简 称API）和 美 国 机 械 工 程 师

学 会（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简称ASME）等国际标准建设施

工。采用国际公开招标模式，在全球范围优选

建设资源。来自缅甸、印度、中国、美国、德

国、英国、法国、阿联酋、泰国等国家资质优

秀的企业贡献了优势力量，建成优质、安全、

环保的中缅油气管道。

邀请顶级工程技术研究院开展管道地震

安全性评价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确保马德

岛原油码头、管道和场站均能够达到较高的抗

震性能。工程选用了全球长输管道行业应用广

泛、技术成熟、质量可靠的X70钢，具有较高

的安全性。其他设备配件也均来自国际知名厂

商，如球阀、旋塞阀供应商分别为德国伯马

公司和福斯集团。工程焊接一次合格率达到

98.68%，管线埋深合格率100%。由于出色的

工程质量，中缅天然气管道工程（缅甸段）获得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2016年度石油优质工程

金奖。

检测焊接质量



33

中缅油气管道（缅甸）企业社会责任专题报告

管道完整性管理

中缅管道项目在运行中全面采用管道完整

性管理体系，有效防控各类安全风险。该体系

对管道设计、施工、运营、维护、检修等过程

中面临的风险因素进行辨识和评价，制定相应

的消控措施，并开发运用包括SCADA技术在

内的数据集成信息技术，预防和减少管道质

量、安全事故发生，经济合理地保障管道安全

运行。

效能评价

维修与维护

数据采集 高后果区
识别

风险评价

完整性
评价

管道完整性管理

示意图

SCADA技术

SCADA系统(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是对管道运行状况进行24小时实时监

控和数据采集的整套调度管理体系。

SCADA系统由调控中心、各中间站站控系统

和截断阀室系统组成。调控中心通过通信系统实

时获得管道沿线各种信息，如监控管道压力和流

量的变化，第一时间发现管道是否正常运行。

中缅油气管道项目的调控中心设在曼德

勒，通过数据采集与控制系统，在中心大厅

内的大屏幕实时显示管道全线运行状态。此

外，项目设有1个标准化维抢修中心和3个维

抢修队。管道一旦发生状况，可在第一时间

应急响应。

完整性管理与传统管理的联系与区别

被动应对

主动预防

从事故到事故

无事故哲学

不更新计划改进和╱或
制定计划

管道完整性审查

没有事故

计划

事故

无事故 无事故

事故
管道的安全

（完好性）检查

管道完整性
管理系统

新
做
法

旧
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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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运行安全

安保措施

与政府、社区共同协作

中缅油气管道是缅甸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

管道安全运营，不仅是运营企业的责任，也离不

开政府、社区居民的参与和配合。我们与缅甸政

府油田（管道）安保警局、社区居民等一道共同

保卫管道的运行安全。

帮助哎刷村小学生认识天然气，介绍管道保护常识在管道沿线发放管道保护宣传品

我们制定和完善管理制度，梳理各类管道运行

安全风险，制定统一处置措施和流程。公司组织专门

力量开展巡防，建立与管道所在地区政府、警局沟通

机制，向社区居民宣传管道保护知识，形成政府、社

区、公司三方共同保护管道的安全保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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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线重点

作业带两侧500米

范围内是否存在

大型机械施工

沿线河流水渠穿

越是否存在清淤

等施工

作业带内是否存

在20吨以上车辆

碾轧

有无其他危害管

道安全的行为及

事件

中缅油气管道米坦格河跨越工程 

社区居民是管道的“安全卫士”

为确保管道安全运行，公司在管道沿线每隔3~8公里安排一名巡线员。巡线员大多数是管道沿线的社区

居民，熟悉当地自然和人文环境。制定管道安全防护措施，公司一旦接到他们上报的安全隐患信息，立即按

照制定的防控措施进行快速处置。必要时，还将与当地政府、警局密切沟通协同保障管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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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发展

我们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推动管道沿线社区发展。注

重社区投资项目带来的可持续意义，侧重支持教育及道路

交通、电力、医疗、饮水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帮助更多

人获得受教育、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善意

诚信

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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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发展

项目启动至今，东南亚管道有限公司秉承

“善意、诚信、共赢”的社会责任理念，成立了

社会公益项目工作委员会统一指导社会责任工

作，设立公共关系处负责社区项目的具体实施。

在管道建设运营过程中，我们不断加强公

共关系管理，推进社区援助项目，增进与缅甸

社区居民的沟通，大力促进本土化采购和为

本地员工创造发展机会。公司通过实地走访管

道沿线的近百个村镇，了解社区实际诉求以确

保公益项目更加贴近百姓民生。通过组织招投

标选用优秀承包商。一方面围绕饮水安全、通

村路、医疗等关系百姓生活的领域开展社区投

资 ；另一方面重点支持管道沿线地区的教育，

改善农村学校食宿和教学条件，努力为需要帮

助的学生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

公司一直在建设多元、包容的企业文化，倡

导和促进员工互相理解和尊重，尊重缅甸各民

族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积极融入当地社区。

公司如何管理社会责任工作?

李自林 新闻发言人

公司遵守缅甸外商投资法规定，持续加强当地

员工招聘、培训和培养，不断提高员工本地

化、国际化水平。

我们组织了环境与社会影响回顾性评价，就

管道施工过程对社区的影响进行社区入户调查

和面对面访谈。受访者的反馈显示，管道项目

实施以来，当地村庄、社区发生了大量积极变

化，社区基础设施和服务条件提升，通信、道

路、交通、学校、医院和能源供应均有提高，

工作机会有所增加。

我 们 积 极 搭 建 沟 通 平 台， 与 政 府、 媒

体、NGO、合作伙伴、员工、社区等关注中国

石油的组织和各界人士互动沟通。坚持诚信、

互动、平等的原则，通过网络、电视、平面媒

中国石油集团东南亚管道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访谈

公司如何与利益相关方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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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等渠道不断增加信息披露，建立和完善利益

相关方参与机制。我们制定决策时，充分考虑

各方诉求，引入内外部监督机制，实现决策高

效透明。

在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和社会公众、媒体的监

督下，我们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并不断完善。通过

与政府定期沟通，及时汇报项目进展并征求意

见，从而更好地开展业务 ；通过与缅甸新闻媒

体多次沟通交流，先后召开四次媒体发布会，

发布《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手册》，积极回应社会

关注的土地赔偿、管道安全和社会责任等议题 ；

通过征求合作伙伴意见，保证项目有效发展 ； 

通过听取沿线居民诉求，保护居民合理利益。 

尤其在土地赔偿方面，我们坚持规范操作，参考

当地政府、合作伙伴及村民的意见制定补偿方

案，确保村民利益，先补偿再用地。同时，我们

及时发布土地赔偿信息，保证工作透明度。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公司将努力搭建更便

捷有效的沟通平台，希望各利益相关方提出更

多建议，帮助我们提升沟通效率，为缅甸人民

的美好生活做出努力。 

中国石油

媒
体

政府

社
区

员
工

合作伙伴

NG
O

2012年7月26日，缅甸报纸《Popular News》报道了合

资公司捐助若开邦受灾民众的消息。消息指出：“中缅

油气管道工程一直秉承‘履行责任，信守承诺’这一投

资理念，积极造褔若开邦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

公司开展了环境与社会影响回顾性评价，进行单独入户

调查，召开社区会议，评估项目社会影响，形成调查报

告，并持续改进。



40

社区发展

在缅甸政府和缅甸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等

各方支持下，我们成立社会公益项目工作委员

会，听取各方意见，共同确定社区投资重点，

合理规划社区项目。与缅甸第三方机构合作，

共同监理项目进展，并开展已完工社区投资项

目回访，保证社区项目切实受惠于民。我们携

同合作伙伴在若开邦、马圭省、曼德勒省、掸

邦开展了120个社区公益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新

建及修缮学校，援助医院、医疗分站及附属设

施建设，修建孤儿院、养老院，支持偏远地区

电网、道路、饮水设施建设，支持赈灾，向灾

区民众提供物资，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倡导员

工弘扬志愿精神，参与社区志愿活动等。

社区项目按类别投入情况

基础设施6%

教育类59%

医疗类24%

福利设施11%

我们与合作伙伴共同完成的社区公益项目

若开邦
皎漂县 援建塞重村医疗分站 
Kyauk Phyu Township
(Sub Centre) Donation for Baichong Village

皎漂县 援建武金村医疗分站 
Kyauk Phyu Township
(Sub Centre) Donation for Oo King Village

皎漂县 援建马德村医疗分站 
Kyauk Phyu Township
(Sub Centre) Donation for Madè Village

安镇 援建新康丹村医疗分站 
Ann Township
(Sub Centre) Donation for Sinkhondai Village

安镇 援建袅桥村医疗分站 
Ann Township
(Sub Centre) Donation for Niaochao Village

安镇 援建耶马登村医疗分站 
Ann Township
(Sub Centre) Donation for Yeemadeng Village

安镇 援建纳荣岛村医疗分站 
Ann Township
(Sub Centre) Donation for Nayongdow Village

皎漂县 援建岛英镇高中 
Kyauk Phyu Township
(BEHS) Donation for Dowyinn Township

安镇 援建德岛镇高中 
Ann Township
(BEHS) Donation for Duddown Township

皎漂县 援建奥马德岛村（比恩）准中学
Kyauk Phyu Township
(BEMS) Donation for Madè Island Baren Village

皎漂县 援建马德岛胶丹村小学 
Kyauk Phyu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Madè Island Kyaukdan Village

皎漂县 援建马德岛亚马村小学 
Kyauk Phyu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Madè Island Yama Village

皎漂县 援建白色庚村小学 
Kyauk Phyu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Pyaisayguy Village

皎漂县 援建南佩岛村小学 
Kyauk Phyu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Nanphedown Village

皎漂县 援建晓桥村小学 
Kyauk Phyu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Shaochao Village

皎漂县 维修皎漂第二高中 
Kyauk Phyu Township
Maintenance (BEHS-3) for Kyaukphyu Township

皎漂县 维修皎漂第三中学 
Kyauk Phyu Township 
Maintenance (BEHS-3) Donation for Kyaukphyu Township

皎漂县 援建蒙并村准中学 
Kyauk Phyu Township
(BEMS) Donation for Myonbin Village

皎漂县 援建卡拉坝（外）武卸村医疗分站 
Kyauk Phyu Township
(Sub Centre) Donation for Galaba Village

皎漂县 援建重穗村中学分校 
Kyauk Phyu Township
(BEMS) Donation for Chongsui Village

皎漂县 援建重穗村医疗分站 
Kyauk Phyu Township
(Sub Centre) Donation for Chongsui Village

安镇 援建卡茂村小学 
Ann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Hkamaung Village

安镇 援建德岛镇幼儿园 
Ann Township
Kindergarten Donation for Dutdown Township

安镇 援建安镇幼儿园 
Ann Township
Kindergarten Donation for Ann Township

安镇 援建萨纳村小学 
Ann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Sanel Village

安镇 援建亨粤村小学 
Ann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HinYue Village

安镇 援建巴德桌村中学分校 
Ann Township
(BEMS) Donation for Badekyaw Village

安镇 援建耶马登村小学 
Ann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Yeemaden Village

安镇 援建晓冲准中学 
Ann Township 
(BEMS) Donation for Shaochong Village

若开邦皎漂地区 若开邦输电线路建设 
Kyauk Phyu Area of Rakhine State
Electric Transmission Line Construction of Rakhine State

皎漂县 援建格百桥村高中 
Kyauk Phyu Township
(BEHS) Donation for Kapinechaung Village

皎漂县 援建甘嘎村中学 
Kyauk Phyu Township
(BEMS) Donation for Gangar Village

皎漂县 援建兰标村小学（敏甘） 
Kyauk Phyu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Lanpyat (Mingan)

皎漂县 援建安朵村小学 
Kyauk Phyu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Ohnntaw Village

皎漂县 援建纳勒贝村小学 
Kyauk Phyu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Nalapwe Village

皎漂县 援建皎漂第三高中进校路 
Kyauk Phyu Township
(BEHS-3) Road Donation for Kyauk Phyu Township

皎漂县 援建妙桥村医疗分站 
Kyauk Phyu Township
(Sub Centre) Donation for Myochaung Village

皎漂县 援建马德岛连接村路 
Kyauk Phyu Township
Road Donation for Madè Island

安镇 援建新康丹村小学 
Ann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Sinkhonetie Village

安镇 援建萨尼莫村小学 
Ann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Zardimaw Village

皎漂县马德岛 村民安装电表 
Madè Island of Kyauk Phyu Township
Fix Electricity Meter for vIllagers

皎漂县马德岛 渔民渔网 
Madè Island of Kyauk Phyu Township
Fishing Net

皎漂县卡班岛 卡班岛哥柏桥 
Kaban Island of Kyauk Phyu Township
Gebai Bridge of Kaban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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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圭省

曼德勒省

掸邦

教育 渔业医疗 饮水 养老院和孤儿院 供电 交通

敏布镇 援建敏布综合大医院
Minbu Township
Patients’ families rest room Donation for Minbu Township Hospital

本漂镇 援建纱多村准中学 
Pwinbyu Township 
(BEMS) Donation for Shadaw Village

敏布镇 援建老布勒村小学分校 
Minbu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Lautbale Village

仁安羌镇 援建纱代村第21小学 
Yenangyaung Township
(BEPS-21) Donation for Sardai Village

仁安羌镇 援建丹并功村第76小学 
Yenangyaung Township
(BEPS-76) Donation for Htan bin gon Village

敏布镇 援建勒巴多村（塞多）小学 
Minbu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Lattbadaw Village

敏布镇 援建普干斯村第31小学 
Minbu Township
(BEPS-31) Donation for Bagan sit Village

纳茂镇 援建袅杰彬村中学分校 
Natmauk Township
(BEMS) Donation for Niaojetbin Village

那别镇 援建思表村小学 
Ngape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ZinByunn Village

那别镇 援建构吉村高中 
Ngape Township
(BEHS) Donation for Padan (Goatgyi) Village

仁安羌镇 援建欧喜宫村小学 
Yenangyaung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Ohnnshit Khone Village

纳茂镇 援建袅杰彬村医疗分站 
Natmauk Township
(Sub Centre) Donation for NyaungGyatPin Village

敏布镇 援建敏布养老院 
Minbu Township
Home for aged Donation for Minnbu Township

新阶镇 援建新阶医院病房 
Singaing Township
Ward Donation for Singa Township Hospital

新阶镇 援建武银基村医疗分站 
Singaing Township
(Sub Center) Donation for Oo Yin Gyi Village

新阶镇 援建朵玛村医疗分站 
SingaingTownship
(Sub Center) Donation for DoeMa Village

洞达镇 援建岛芦岭村医疗分站 
Tada Township
(Sub Center) Donation for Downlulin Village

巴定枝镇 援建佳尼甘村医疗分站 
Baden Gyi Township
(Sub Center) Donation for Jianigan Village

巴定枝镇 援建燕京岛村医疗分站 
Baden Gyi Township
(Sub Center) Donation for Yeejindown

密达镇 援建吉多功村小学 
MyitDar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Gyidawgon Village

巴定枝镇 援建满彬村小学 
Baden Gyi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Manbin Village

皎博东镇 援建马基功村高中 
Kyaukpadaung Township
(BEHS) Donation for Magyigon Village

皎博东镇 援建敏千贡村小学 
Kyaukpadaung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Minchangon Village

皎博东镇 援建建松村水井 
Kyaukpadaung Township
Tube well Donation for Jiansoe Village

皎博东镇 援建叁苏村水井 
Kyaukpadaung Township
Tube well Donation for Sansu Village

皎博东镇 援建普亚基贡村水井 
Kyaukpadaung Township
Tube well Donation for Phayajigon Village

敏建县 捐赠敏建县人民医院医疗设备 
Myingyan Township
Medical Facility Donation for Myingyan Township Peoples Hospital

丹塔五镇 援建潭隆达村中学 
Tanhtaroo Township
(BEMS) Donation for Htan Lon Tat Village

丹塔五镇 援建伊素村小学 
Tanhtaroo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Aye Swa Village

新阶镇 援建炯五村孤儿院 
Singaing Township
(orphanage) Donation for Kyunn Oo Village

彬乌伦镇 援建多并村孤儿院 
Pyin Oo Lwin Township
(orphanage) Donation for Dopin Village

皎博东镇 援建思代甘村水井 
Kyaukpadaung Township
Tube well Donation for Sin Dai Gun Village

皎博东镇 援建艾并叁村水井 
Kyaukpadaung Township 
Tube well Donation for Inpinsan Village

那托吉镇 援建特瑙斌来村（村电网） 
Natogyi Township
Power Grid Donation for Htanaungpinlae Village

密达镇 援建吉多功村小学修缮 
MyitDar Township
BEPS Repair Donation for Gyidawgon Village

新阶镇 援建新阶医院病房修缮 
Singaing Township
Ward Repair Donation for Singa Township Hospital

皎脉镇 援建萨坎达村医疗分站 
Kyaukme Township
(Sub Centre) Donation for Sahkanda Village

地泊镇 援建老昆村医疗分站 
HsiPawTownship 
(Sub Centre) Donation for Laokun Village

地泊镇 援建墨蝶村医疗分站 
HsiPawTownship
(Sub Centre) Donation for Moday Village

南渡镇 援建板隆村医疗分站 
Nammadu Township
(Sub Centre) Donation for Banglong Village

南渡镇 援建曼阪村医疗分站 
Nammadu Township
(Sub Centre) Donation for Mangpan Village

南渡镇 援建板隆村中学分校 
Nammadu Township
(BEMS) Donation for Banglon Village

南坎镇 援建高革村准中学 
Namhkam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Cowcat Village

瑙丘镇 援建瑙丘镇中学 
Nawnghkio Township
(BEMS) Donation for Nawnghkio Township

瑙丘镇 援建板布威村第一高中分校 
Nawnghkio Township
(BEHS) Donation for Bangpway Village

瑙丘镇 援建欧木卡（博亚）村小学 
Nawnghkio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Ownmahka Village

瑙丘镇 援建西－竺恩村医疗分站 
Nawnghkio Township
(Sub Centre)Donation for West Zhuinn Village

瑙丘镇 援建咩清怒村医疗分站 
Nawnghkio Township
(Sub Centre) Donation for Myatchaynu Village

皎脉镇 援建板关村中学 
Kyaukme Township
(BEMS) Donation for Bangguan Village

皎脉镇 援建南本村中学 
Kyaukme Township
(BEMS) Donation for Nawpeng Village

皎脉镇 援建隆圳村小学 
Kyaukme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Longcheng Village

曼东镇 援建猛莫村中学 
Mang Ton Township
(BEMS) Donation for Maimaw Village

曼东镇 援建猛酉村小学 
Mang Ton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MaiYo Village

曼东镇 援建曼甘村小学 
Mang Ton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Manggan Village

曼东镇 援建板卡基村准中学 
Mang Ton Township
(BEMS) Donation for HpanHkaGyi Village

曼东镇 援建略甘村准中学 
Mang Ton Township
(BEMS) Donation for Lwegan Village

曼东镇 维修曼东人民医院 
Mang Ton Township
Maintenance Donation for Mang Ton Township People’s Hospital

曼东镇 援建贡海村小学 
Mang Ton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GungHai Village

南坎镇 援建曼塞村小学 
Namhkam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Mangsai Village

木姐县 援建木姐镇第二高中 
Muse Township
(BEHS-2)Donation for Muse Township

木姐县 捐赠木姐县人民医院救护车一辆 
Muse Township
One of Ambulance Donation for Muse Township People’s Hospital

地泊镇 援建板定道叶和村僧侣教学校 
HsiPawTownship 
Monastical Education Donation for Pantintaung (Yehaw) Village

地泊镇 援建曼黑村小学 
HsiPaw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Manhay Village

皎脉镇 援建纳哎坎村小学 
Kyaukme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Naratekhant Village

瑙丘镇 援建德潘盖村僧侣教学校 
Nawnghkio Township
(Monastical Education) Donation for Thanpankhine Village

南渡镇 援建麦木村小学 
Nammadu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Mine Mu Village

曼东镇 援建瑙备村小学 
Mang Ton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NaungPat Village

曼东镇 援建莫泰村小学 
Mang Ton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Maw Htie Village

曼东镇 援建温百村小学 
Mang Ton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Wine Pat Village

南坎镇 援建板优村孤儿院 
Namhkam Township
(Orphanage) Donation for PanYoke Village

南坎镇 援建略韩村孤儿院 
Namhkam Township
(orphanage) Donation for LwanHan Village

南坎镇 援建曼萨村小学 
Namhkam Township
(BEPS) Donation for Mansat Village

地泊镇 半德比学校扩充教室 
HsiPawTownship
Classroom expansion at Ban Debi School

南渡镇 缅北南渡3号钢架桥 
Namtu Township 
Metal Truss Bridge No.3 at Namtu

瑙丘镇 德潘盖村僧侣学校图书馆 
Nawnghkio Township
Tha Phan Khaing Monk School Library

瑙丘镇 德潘盖村僧侣学校道路翻修 
Nawnghkio Township
Tha Phan Khaing Monk School Road

南罕镇 太阳能电源采购 
Namhan Township
Procurement of Solar Electric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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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发展

公共基础设施

我们致力于改善管道沿线村镇的电力供

应、通信设施、供水条件和道路交通状况，帮

助当地社区解决生活的水、电、路、信问题。

投资31.5万美元在若开邦皎漂地区马德岛五

个村镇修建道路5.75千米，在曼德勒省那托基

镇特瑙斌来村投资8.8万美元，修建的电网设施

惠及当地村民。

若开邦皎漂地区过去所采用的66千伏的输

电网难以满足居民用电需求，每天供电时间仅

为2~3小时。为了改善这一状况，我们在分输天

然气支持发电的同时，与合作伙伴出资1000万

美元支持当地政府在皎漂地区建设132千伏高压

输电网。现在，皎漂地区各个村镇均实现24小

时通电。

听取曼德勒省那托吉镇特瑙斌来村村民对修建村电网项目的建议

曼德勒省那托吉镇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芒果

种植。2012年，我们在沿线社区走访调研中了解

到，电力供应短缺影响到芒果种植灌溉，决定在该

地区架设村电网，帮助解决用电难题。如今，当地

产业基础得到了改善，那托吉镇特瑙斌来等村庄实

现了通电，果农不再靠天吃饭，收入更加稳定。

1000万美元

我们与合作伙伴出资1000万美元

支持当地政府在皎漂地区建设132

千伏高压输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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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

我们通过新建及改造校舍、捐赠学习用品、教师培训等方式，

改善当地教育环境，推动农村地区基础教育普及，逐步提高管道沿

线社区的文化教育水平。我们的行动已改善了近2万名缅甸青少年

的就学环境。

案例

“爱是没有国界的”

炯五孤儿院位于曼德勒省新阶镇炯五村，是一所

由寺院方丈管理的僧侣学校，在校的绝大多数小和尚为

孤儿，另有少量邻村的学生。孩子们在这里学习、诵

经、接受教育。小学原有一间教室和一间宿舍，均为当

地居民分批捐建，住宿和教室严重不足，105名学生需

分批上课。2013年，我们投资扩建学校，改善孩子们

的就学条件。2014年，新教室交付校方使用，扩大了

学校规模，为更多需要帮助的儿童提供了更好的学习和

生活环境。方丈感慨地说 ：“我真是特别感谢你们为孩

子们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学校援建了校舍，为学

生捐赠了书包，更重要的是为孩子们带来了温暖与感

动，让他们理解到爱是没有国界的。这笔精神财富更 

宝贵。”

援建皎漂岛英高中

皎漂岛英高中位于若开邦皎漂镇岛英村，建于

1952年，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各阶段教育。校舍遭受

过多次台风袭击，年久失修，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与

此同时，校舍容纳不下日益增加的学生，全校2000名

学生只能按年级上、下午轮流上课。2011年，我们与

合作伙伴一起投入68万美元新建2座教学楼和一座办公

楼，总建筑面积为2500平方米。新校舍可保证全校学

生同时上课，该校成为若开邦最大的中学。新校舍移交

那天，一名叫奈关漂的学生兴奋地说，看到宽敞明亮的

教室和崭新的桌椅，真希望每天都来学校读书。校长杜

美敏表示，新校舍宽敞舒适，保证了教学进度，学生和

家长都很满意。

2万名

改善了近2万名缅甸

青少年的就学环境

新建成的岛英高中教学楼 炯五僧侣学校的小和尚们搬进了新教室，并获得公司捐助的新书包

教育对缅甸民众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有了知识和技能，年轻人才会有谋生的手段。

乌彬妙杰拉
德潘盖僧侣学校校长兼寺庙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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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校舍 

曼德勒巴定枝镇
满彬村小学

改建后

我们援助过的许多村庄，正悄悄发生着这样

的改变 ：更多的孩子得以进入宽敞明亮的教室接

受教育，享有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予人玫瑰，

手留余香。孩子们绽放的笑颜，便是我们最大的

欣慰。

教育改变人生
我们愿促成这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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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校舍 

马圭省本漂镇
纱多准中学

改建后

原校舍 

掸邦南坎镇
高革村准中学

改建后

2013年我们与合作伙伴一起出资4.2万美元援建掸邦瑙丘镇德潘盖僧侣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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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发展

饮水安全

我们还为当地修建水井、配备饮水设施，

帮助当地获取更加清洁、健康、便捷的水源。

在与沿线村长、僧人沟通中我们了解到，若开

邦马德岛和曼德勒省皎勃东镇的建松村、叁苏

曼德勒省皎博东镇普亚基贡村村民在新水井取水

村和普亚基贡村居民生活用水多靠积攒雨水，

长期以来深受肠道疾病和皮肤病的困扰，一些

人不得不前往数英里外的邻村运水。我们为这

几个村修建了水井、配备了饮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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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

我们通过援建医疗站、资助医疗技术培训

和设备采购等方式改善当地社区医疗条件，提

高居民健康水平，近80万人因此获得更加便利

可靠的医疗服务。比如，为若开邦马德岛培养

医护人员，并负担他们的薪水，免费为当地村

民诊疗5000多人次。向掸邦木姐县人民医院捐

赠救护车，提高医院急救反应能力，挽救了不

少急症病人的生命。

1.    捐建新阶镇医院

2.    向掸邦木姐县医院捐赠救护车

3. 4. 为马圭省敏布综合医院修建患者家属休息室，并配备了饮用水、木质床铺、

电扇，改善了患者及家属的候诊条件

1

4

2

3

80万人

近80万人获得更加便利可靠

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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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发展

能力建设

我们关注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通过

技能培训、供应链延伸等促进和提升当地农业

和农村自我发展能力。比如，帮助农民提升种

植技能、实现个体收入多样化，提高地区农民

家庭收入水平，带动社会农业和农村发展。我

们在马德岛开展了农业种植培训等项目收到了

良好成效。更多信息见“P50 ：聚焦马德岛”。

支持文化传承

我们积极支持缅甸传统文化的传承，赞

助当地传统节日活动。比如，赞助缅甸传统新

公司庆祝缅甸泼水节

年——泼水节活动，向皎漂县捐助15万缅币，

为居民在这个传统节日增添美好的祝福。

文化交流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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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缅甸青年演员配音的《金太狼的幸福生活》电视剧在当地热播

丰富当地文化生活

我们赞助缅甸国家广播电视台与中国国际

广播电视台合作的《金太郎的幸福生活》、《门

第》两部电视剧的缅语译制播出。邀请蒂丽辛

丹、锡都貌等7位缅甸优秀青年演员前往中国为

《金太郎的幸福生活》配音。他们不仅专业水平

令人敬佩，也是缅甸文化的传播者，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2013年6月，这部电视剧在缅甸国

家电视台MRTV频道开播，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欢

迎。曼德勒观众泰伦格表示，他们一家每到周

四和周五就守在电视机前看《金太郎的幸福生

活》，周围的邻居也是如此。看《金太郎的幸福

生活》成了各家每周的固定活动，剧中的剧情和

配音成为邻里之间的话题。

我亲历了企业给沿线居民、学校捐赠了许多物资，对当地居民

而言带来的帮助不仅仅是物质上，还包括精神上的。他们也许和我一

样，会感觉到中国石油是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Sai Than Tun（中文名字 张自明） 
木姐管理处本地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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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聚焦马德岛

专题：聚焦马德岛

马德岛是孟加拉湾的一个离岛，隶属于若开邦皎漂

地区，岛上陆地面积约12平方千米，周边水域平均水

深24米，地质条件、自然条件及水深条件较好。千百年

来，这里都是一片处女地，马德岛也只是皎漂湾内沉睡

的天然良港。岛上的居民世世代代以打渔、种植为生。

随着缅甸政府引入外资开展经济开发，2009年，我们参

与投资的中缅原油管道配套30万吨级原油码头在这里落

户。七年来，伴随着项目从起步到投运，我们从外来者

变为马德岛社区的一分子，共同促进这里的繁荣发展。

我们欣慰的看到，马德岛正跻身于缅甸乃至东南亚地区

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列；岛上由饮用雨水到村村通自

来水，由每天供电3小时到家家户户实现24小时供电，由

零公路到几乎村村通公路，由无移动电话信号到装上3G

信号通信基站；岛上有了农用柴油车、摩托车，建起了

学校、医疗站，岛上居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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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

酒店

电力

通信

3000多名

每年为3000多名居民提供清洁
用水

5.6千米

2013年修建通村公路，连
通5个自然村，
共计5.6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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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物流产业初具雏形

我们在马德岛建设的30万吨级原油码头，

是皎漂经济特区吸引外资的一个示范，也是当

地重要的港口运输基础设施，有助于带动皎漂

优先为岛上居民提供就业机会

我们优先聘用岛上居民，对马德岛青壮年

劳动力资源情况进行调研，并开展技能培训，

为青年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建设用工高峰

我每个月赚30万缅币，为家里添置了电视机、音响、电话等现代家用电器，生活越来越美好。

毛毛旦
在项目上工作的马德岛娃妈村村民

深水港的建设和当地对外经济贸易快速发展。

随着这里的物流口岸效应得到充分发挥，电

力、酒店、通信等相关产业将会繁荣发展。

期时，雇佣员工达到1000人。很多曾经靠打

渔、务农为生的村民获得了新的职业技能，参

与到项目建设及运营中，增加了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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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前用井水和雨水，旱季的时候井里基本是干的。中国石油帮我们建了这些管道之

后，我们就不用担心用水问题了。

谬乃
马德岛娃妈村村民

自来水便捷了岛上的居民生活铺设自来水管线

建设马德岛自来水工程

岛上唯一的淡水来源是雨水。过去由于缺

乏良好的储水设施，每逢旱季岛上居民饱受缺

水问题困扰，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甚至在泼水节人们只能泼洒泥浆。2012年， 

我们与合作伙伴一起投资建设了马德岛自来水

工程，包括500立方米高位水池、6060米供水管

道及覆盖5个村庄共15个供水点，为全岛3000多

名居民提供清洁用水。水源为中缅原油管道项

目合资公司投资建设的蓄水量为65万立方米的

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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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管道项目出资援建岛上通村公路

后，居民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

人使用摩托车和拖拉机，买米买油和其他生

活物资比原来方便多了，不再靠人拉肩扛。

吴通当
承担马德岛村公路修建的承包商

改善交通出行

为方便渔民出海，我们修建了岛上第一条

进村公路，架设木桥3座。2013年修建通村公

路，连通5个自然村，共计5.6千米。

民生发展

我们通过与当地村民沟通，了解当地生活

环境、社区发展情况，精心甄选社会经济援助

项目，积极改善当地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

公司从仰光聘请农业、畜牧业专家，向岛上

村民传授蔬菜种植和牲畜养殖技术，发展大棚种

菜和家畜养殖，丰富岛上居民生活。200多名村

民从中收益。

我们为马德岛援建教师宿舍、提供桌椅设

施，改善了岛上教学条件。为了方便外来务工家

庭子女就近入学，公司投资建设了外来缅甸务工

子女学校，并聘请教师授课。

公司采购小猪仔100头送给村民养殖，长成之后按照市场价格

回购，为村民带来长期收益

为马德岛捐建通信塔，信号覆盖12平方千米的海岛，结束了岛上

无手机信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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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北风光

未来展望

未来，我们将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理念，与各国企业扩大合作，追求互利共

赢，努力成为全球同行的优选合作伙伴。继续转变

能源开发利用方式，促进能源低碳高效利用，大力

发展天然气业务，为全球提供清洁优质能源，并带

动社会经济的包容可持续发展。

我们重视缅甸市场，珍视在各方努力下中缅油

气管道项目所取得的成果。公司将在“孟中印缅”

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联合各方伙伴，确保原油、

天然气两条管道安全平稳运营，为缅甸社会不断提

供优质能源，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我们

将持续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爱护缅甸大地的青山绿

水，践行“绿色、清洁”的承诺，促进人与自然的

和谐。

随着项目的运营，我们将吸收越来越多的本土

员工参与项目，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

才，使员工在这一平台上快速成长。

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服务缅甸油气市场

需求。在运营好中缅油气管道项目的基础上，进一

步深化能源领域合作，加大天然气利用的力度，使

清洁能源更好满足当地经济发展需要。

公司将继续坚持“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原

则，与合作方及利益相关方积极沟通，积极与管

道沿线各省邦经济发展规划相衔接，系统地、持续

地、有计划地开展社会公益项目。我们不断致力于

改善管道沿线村庄的教育、医疗和水、电、通讯、

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惠及民生，不断提高沿线民

众的生活水平，使更多社区民众切实感受到中缅油

气管道给沿线各方带来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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