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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能源  创造和谐

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这份《中国石油绿色

发展报告》，是中国石油首次对近年来在绿色、

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的一份工作小结。我们把

它献给世界环境日，献给中国石油的各个利益

相关方。

众所周知，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

生态系统退化等等，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它关系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其严峻形势甚至

成为人类安危生存的一大挑战。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

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决策。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

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

业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石油在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带动相关

产业进步、为百姓生活提供能源保障和优质服

务的同时，自觉投身到生态文明建设的事业中

来，既是党和国家赋予的政治任务，也是企业

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是企业可持续发

展的自主选择。

中国石油是较早提出“创造能源与环境的

和谐”的企业。2004年，又把“奉献能源，创

造和谐”确定为企业宗旨。其中，与环境和谐是

题中应有之意。

近年来，中国石油始终坚持“以绿色的方

式生产清洁能源”理念。“以绿色的方式”，是

指在生产的全流程中突出节能、环保、减排，用

最低的消耗最少的排放，实现最小的环境扰动，

实现环境友好型企业。“生产清洁能源”，是指

大力发展包括天然气在内的清洁能源，积极推

进油品质量升级，积极探索生物燃料等新能源。

进入“十二五”以来，随着现代能源产业体

系建设的全面展开，中国石油把节能减排和安

全环保作为提升公司价值和形象的战略性工

程。我们坚持“以绿色的方式生产清洁能源”，

制定了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织实施绿色行

动计划，建立健全节能减排指标体系和考核体

系，完善了具有中国石油特色的、与国际标准

接轨的HSE管理体系和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体

系，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

同时，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石油加

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建设，加强资

源节约和管理，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形成安全

环保长效机制，推动中国石油绿色发展上水平、

上档次。“十二五”期间，中国石油安全环保将

达到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实现安全发展清洁

发展，在中央企业率先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企业。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中

国石油百万员工正在新的形势下加倍努力工

作，为完成各项任务、指标而拼搏奋斗。我相

信，中国石油将以良好的成绩，兑现绿色、可持

续发展的诺言。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能源的消费、供给、技

术和体制革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可持续

的发展方针，也要求能源行业成为技术含量高、

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产业。这为我

们能源企业提出了更高远、更严格、更迫切的

要求。

中国石油将积极因应新的变化和要求，通

过产业结构优化、通过低碳技术和相关制度创

新，追求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可

持续发展模式，提供更清洁和更优质的绿色能

源。

在未来，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仍将是中国石

油的发展重点，以促进中国能源结构的调整；

在未来，中国石油将特别关注和重视水资

源的保护和合理使用，推动污水处理和循环利

用；

在未来，中国石油将加快油品质量的升级，

积极稳健发展新能源，增加清洁能源产品的生

产；

在未来，中国石油要实现主要指标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成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领

先公司；

……

中国石油立足经济、环境和社会三大责任，

谋求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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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离不开党

和国家的领导，离不开中国石油人的艰苦努力，

也离不开朋友们的理解、关心、支持、监督。中

国石油愿与您一起努力，实现共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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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绿色发展战略
作为中国最大的能源企业，中国石油始终秉承绿色发展

的战略理念，这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要求，

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也是企业可持续

发展的自主选择。中国石油坚持“以绿色的方式生产清

洁能源”战略，大力发展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

源；提高能效，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应对全球气

候变暖做出积极贡献；同时，努力减轻生产活动对环境

产生的影响，从源头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实现生产经

营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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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作为国内最重要的能源供应企

业，中国石油始终在努力实现节约发展、清洁

发展、安全发展，全力打造绿色、国际、可持续

的中国石油，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早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十二五”

发展规划纲要》中，中国石油集团就提出了要适

应低碳技术的发展趋势，加快发展天然气，有

序发展新能源，增加清洁能源的供应量；把本

质安全、清洁生产作为发展的战略基础，强化

中国石油近年来不断强化“绿色的方式提

供绿色清洁能源”理念，积极改变能源生产方

式，以创新、合作的方式，构建安全、稳定、多

元、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

中国石油大力发展天然气业务。天然气作

为化石能源中的低碳清洁能源，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目前天然气已成为中国石油最具

成长性的业务；在天然气管网建设方面，中国

石油建立了资源多元、运行高效的立体化供应

体系，大大提升资源调配效率和市场供应保障

能力；随着常规油气资源的日渐减少，中国石

油加大了致密气、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天

确立绿色发展战略

生产清洁能源

安全环保风险控制，注重资源节约，最大限度

提高能效、降低排放，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企业。

经过“十二五”的发展，中国石油的天然

气、油品等清洁能源生产和供应能力有了较快

增长，安全环保整体实现从严格监管向自主管

理的跨越，达到了国际大石油公司的先进水平，

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基本建成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

然气资源勘探力度；煤层气已形成经济适用的

勘探开发配套系列技术，建成了沁水和鄂东两

大煤层气生产基地；页岩气两个产业化示范区

正在建设。

中国石油积极拓展可再生能源业务。中国

石油大力推动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生物质能

源、地热能、风能、太阳能评价和开发利用，积

极从源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在新疆油田、辽

河油田等地投资建设了光伏发电、风力发电、

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等示范项目；在华北油田开

展地热能综合利用先导试验，利用地热能发电、

采暖和输油伴热获得显著效果。

2014年，

新增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

4840
亿立方米

公司运营油气管线
延展长度达到

7.9万千米

覆盖全国

29个

省（市、自治区）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

大力发展天然气

重要成员 LNG是

中国石油提供的绿

色清洁产品中重要

的一员。

立体供应 中国石

油建立了资源多

元、运行高效的立

体化供应体系，大

大提升了资源调配

效率和市场供应保

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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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目标
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的发展理念，已经成为

世界大势所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

体国家，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的环

境危机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变化，也对中国石油

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未来，中国石油将坚持“绿色的方式提供

绿色清洁能源”战略，中国石油将认真贯彻国家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与方针政

策，继续推进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保护环境、防治污染、节能减排。

中国石油将全面履行经济、环境和社会责

任，将中国石油的绿色发展战略贯彻始终，努

力成为更加环保、更加节能减排、更可持续的

中国石油。

在环境保护方面，中国石油努力减轻生产

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实现生产经营与环境

保护的协调发展。

中国石油自觉将自身活动和决策对环境的

影响纳入整体考虑，完善环境管理体系，强化

目标责任考核，加强环保监督管理，严格环境

风险防控，努力将生产运营对环境的影响降到

最低。实施建设项目全过程环境管理，推行前

置环评试点，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

制度。中国石油研究建立多级风险防控机制，

生产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从源头防治污染和

保护生态。在环境敏感区实施作业时，尽最大

努力减少耕地占用，做好水土保护、植被恢复，

努力恢复作业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

中国石油坚持节约优先，努力减少自用能

消耗，形成节约型生产模式。中国石油加快实

施重点节能工程，响应中国政府“万家企业节能

低碳行动”，研发和推广先进节能技术，重点用

能设备效能进一步提升。中国石油还大力倡导

绿色办公和低碳生活方式，实施全员节能行动

计划，使节能成为员工的自觉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石油坚持把绿

色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战略，主动适应全球

低碳发展趋势。通过调整业务结构，发展清洁

能源，提高能效，强化低碳科技攻关，增加碳汇

等多种途径，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减缓

全球气候变暖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石油把节能提效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

切入点和突破口，积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

业结构，以油气生产、炼化过程为重点，落实节

能目标责任考核，推进节能减排工程、加强重

点业务领域的节能减排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和节能减排水平。

中国石油以温室气体控制为目的，在低碳

技术创新、碳排放权交易、CDM 项目、碳汇

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如在吉林油田建成

了集二氧化碳捕集、封存并提高油田采收率

（CCS-EOR）的示范项目；参与天津排放权交

易所的建立与运作。

应对气候变化

节能减排

2014年，
中国石油实现：

节能量

126万吨标准煤

节水量

2462万立方米

节地

1232公顷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实现
同比下降。

为了实现中国政府提出的“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
排放达到峰值，并且将努力早日达峰”的目标，中国
石油在生产的每个环节里全面实施减排措施，努力
降低碳排放量。

应对气候变化

应对气候变化

加快清洁能源利用

控制生产
过程碳排放

碳减排
技术研发

推进市场化
节能减排

实施规模化
林业碳汇

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示意图

绷紧神经 每到冬季，中国石油人都紧绷着神经，竭尽全力保障天然气供应。

国家环保部对中国石
油污染减排核算范围
内的统计数据

二氧化硫排放量

19.73
万吨

同比下降

8.05%
氨氮排放量

1.25
万吨

同比下降

8.90%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3.13
万吨

同比下降

4.71%
氮氧化物排放量

17.79
万吨

同比下降

9.01%



致力于提供绿色清洁能源
面对全球性的资源与环境压力，生产和使用清洁能源，是中国石油走上可

持续发展道路的坚定选择。作为中国最主要的油气能源供应商之一，中国

石油确定了大力发展天然气的战略，与此同时，在提升油品质量、探索开

发可再生能源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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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气区

塔里木气区

中国石油主要气区及
四大战略通道示意图

长庆气区

青海气区

大力发展天然气

40.1%
2014年，天然气占中国
石油国内油气当量产量的
比重为40.1%

63.4亿

2 0 1 4年，中国石油对
外合作项目生产天然气
63.4亿立方米。

75%
目前，中国石油天然气产
量约占全国的75%，管网
通达全国29个省、市、自
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管道长度占全国的78%。

天然气是目前公认的最清洁化石能源、最

现实的治污途径，正在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

重要能源保证。面对推动能源供给革命、优化

能源结构的需要，中国石油在稳定原油供应的

同时，把加快天然气开发利用作为一项战略性、

成长性和价值性工程，使天然气成为中国石油

发展新的支柱。为此，中国石油把大力发展天

然气作为实现企业绿色发展、构建多元能源供

应体系的战略重点，通过持续加大天然气勘探

开发投资力度，加快产能建设步伐，不断提高

天然气产量和市场供应能力，为国家能源结构

调整做出贡献。

 加大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

近年来，中国石油持续加大天然气勘探开

发力度，加快产能建设步伐，不断提高天然气

产量和生产供应能力，相继建成塔里木、青海、

长庆和西南四大气区。中国石油持续推进储量

增长高峰期工程，天然气勘探在西南、塔里木

等主要气区取得了多项重要发现和突破，特别

是在四川盆地发现了中国迄今单体规模最大的

海相碳酸盐岩整装气藏——磨溪龙王庙气藏。

2014年，中国石油国内新增探明天然气地质

储量4840亿立方米，国内油气勘探实现连续8

年天然气储量超过4000亿立方米，国内天然

气产量达954.6亿立方米，创历史新高。

西气东输不仅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

也在缓解和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西气东输一线、二线累计输送的天然气

可替代2.3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数百万吨

有害物质和2.7亿吨二氧化碳酸性气体排放。

从家庭用气、天然气发电、车船“油改气”到

化工等制造业的天然气直供和分布式能源，

西气东输正悄悄降低人们生产和生活对环境

的影响。在西气东输第一大用户江苏省，天

然气供应已覆盖13个省辖市区和70%的县城。

其中，南京天然气用户已达346万，包括3000

多家工业用户 ；全市八成出租车实现“油改

气”，PM2.5排放量大大降低，为南京市空气

质量的优良率做出了贡献。

西气东输改善生态环境

中国石油历年天然气产量
单位：亿立方米

1 1 1

西气东输

2.7
亿吨二氧化碳

数百万吨
有害物质

有林地面积280万公顷的
小兴安岭每年发挥的作用2.3

接近于

运营

10年

亿吨燃煤

相当于减少

可替代

2008年 2010年 2012年2009年 2011年 2013年 2014年

664
738

829
882

935

1039

1139

235亿m3

69亿m3

382亿m3

137亿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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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开展的南疆天然气利民工

程，帮助南疆五地州百万户民众从“烟熏

火燎的柴煤时代”跨入“天然气时代”。截

至2014年底，中国石油已累计向南疆五地

州输送天然气137.6亿立方米，惠及400多

万各族民众。

2014年，一场场冬雪使新疆南部的喀

什市变得格外寒冷，帕提古丽·米吉提在

干净整洁的安居房里却暖洋洋的。这主要

得益于天然气进驻了她的日常生活。

说起天然气，40岁的帕提古丽·米吉

提满脸笑容 ：“以前用煤烧火做饭取暖，家

里熏得黑黑的，衣服、头发上都沾满了煤

灰，浑身煤烟味。自从用上了天然气，家

里暖和了，做饭也干净了。”

帕提古丽 ·米吉提的笑容

78%
截至2014年底，中国石
油的天然气管道总里程占
全国比重的78%。

 推进管网建设，构建立体供应体系

中国石油不断推进天然气骨干管网和设施

建设，实现资源和市场有效连接与平稳供应，

保障民用、公用事业和重点工业用户的用气需

求 ；加快通道建设，拓展天然气进口渠道，构

建多元化的天然气立体化供应体系，提升天然

气供应能力。截至2014年底，中国石油运营

天然气管道长度达到5.1万千米，形成横跨东

西、纵贯南北、连通海外，覆盖29个省、市、

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性供气网络，

并建成10座储气库（群）以及3个沿海LNG

接收站。

 加大天然气供应，惠及5亿国民

2014年，中国石油国内生产天然气954.6

亿立方米，加上通过管道、LNG等形式进口的

天然气，全年供应社会天然气总量达到1195

亿立方米，增长8.1%，确保了城市居民、公用

笑容 中国石油气化南疆工程，为当地百姓带来实惠。

草原蓝 清洁能源，从源头上保护了环境。

无国界 绿色发展无国界。中国石油遵守当地法律，依法保护环境，取得良好效果。 幸福指数高 中国石油供应的天然气提高了人们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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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大能源
通道”
西北通道

中哈原油管道总体
规划年输油能力为
2000万吨，西起里
海的阿特劳，途经阿
克纠宾，终点为中哈
边界阿拉山口，全长
2798公里。

中亚天然气管道西起
里海旁的土库曼斯
坦，穿过乌兹別克斯
坦及哈萨克斯坦，到
达中国新疆的霍尔果
斯，管道全长1833
公里，是世界上最长
的天然气管道，年输
气量约为400亿立方
米。

西南通道

中缅油气管道将气、
油双线并行，从缅中
边境地区进入中国瑞
丽，再延伸到昆明。管
道全长2380公里。
管道初步设计输油能
力为每年向中国输送
2200万吨原油、120
亿立方米天然气。其
中，原油主要来自中
东和非洲地区，天然
气则产自缅甸本国。

东北通道

中俄原油管道北起俄
罗斯斯科沃罗季诺
市，经过中国黑龙江
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止于大庆市，其中在
俄罗斯境内长约70公
里，在中国境内长约
900多公里。俄罗斯
通过这条管道每年向
中国供应1500万吨
原油，合同期20年。

东南海上通道

中国海上能源通道主
要是从非洲、中东、
澳洲通过海上运输将
能源送至东部沿海一
带。由于东南沿海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对天
然气需求仍存在着很
大缺口，因此，中国进
口天然气、发展LNG
（液化天然气）的形势
也比较紧迫。

事业和重点工业用户安全平稳用气。

此外，中国石油稳步发展天然气终端利用

业务，积极推动电力、交通等部门用天然气替

代煤炭和原油，削减碳排放。在青海、四川等

地建成LNG/CNG加工和储运设施及终端设

施，并与相关企业联合研究提高燃气发动机能

效。

拉萨曾是中国省会城市中唯一没有使

用天然气的城市。当地工业生产和居民生

活主要使用汽柴油、煤和液化石油气，部

分市民和农牧民以薪柴、煤和牛粪等作为

燃料，不利于当地环境保护。2011年，中

国石油投资建设西藏城市燃气工程，将青

海油田天然气液化后运送到拉萨，以满足

当地工业和生活用气需求。工程分三期建

设，建成后将让拉萨乃至西藏全区居民体

验到天然气为生活带来的改变。

天然气造福西藏

天然气站

1座

加气站

2座

向拉萨市供应天然气

3000万立方米/年

2011年10月
建成投产

满足拉萨市三分之一人口生活用气、
拉萨市出租车和公交车用气及
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用气

替代原煤折合

3.6万吨标准煤

减少粉尘排放

2.45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7万吨

1/3

CO2

改变 西藏城市燃气工程让拉萨乃至藏区更多居民体验到天然气为生活带来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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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常规、易采和优质油气资源的日渐减

少，着眼于人类未来的能源供应，中国石油的勘

探开发活动正在向页岩气、煤层气、深海、铀矿

等更具挑战的新领域和地域拓展，加强在这些领

域的研究、试验和合作。

 页岩气

中国石油率先在国内开展页岩气地质综合

推进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

中国第一口具有
商业价值的页岩
气井
2012年7月，长宁区
块第一口水平井宁
201-H1井完钻，获高
产气流，成为国内第
一口具有商业价值的
页岩气井，坚定了中
国石油规模开发长宁
区块页岩气的信心。

中国首个数字化
规模化煤层气田
2011年，中国首个
数字化规模化煤层气
田——山西樊庄煤
层气田通过验收。经
过技术攻关，中国石
油落实煤层气开发的
资源基础，通过推广
应用远程数据采集传
输、远程控制井站、
远程视频监控，实现
了煤层气田的数字化
规模化开发。

页岩气作为非常规天然气的一种，在

改善能源结构、促进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中国石油将页岩气作为实现效

益增长的重要接替业务，在四川盆地积极

开展页岩气开发先导实验，推进国家级页

岩气示范区建设，加快了四川盆地页岩气

的规模开发。

在页岩气的开发中，中国石油十分注重

清洁集约作业建立完善的HSE管理体系，应

用随钻处理技术，及时收集并处理钻井废弃

物，实现废弃物不落地 ；充分回收利用废油

基泥浆，减少废弃物产生量 ；优化水资源利

用，压裂返排液重复利用率达到90%以上 ；

积极探索无水压裂技术，节约水资源 ；节约

土地使用，采用平台井场作业技术比单井井

场节约用地70%以上。在页岩气开发中，中

国石油十分注重清洁集约作业，建立起完善

的适应页岩气开发特点和特殊需要的HSE

管理体系。应用随钻处理技术，及时收集处

理钻井废弃物 ；充分回收利用油基泥浆，减

少废弃物产生量，压裂返排液重复利用率达

到90%以上 ；积极探索无水压裂技术，节约

水资源 ；采用平台化井场作业，比单井井场

节约用地70%以上。

清洁节约发展页岩气

28%
2014年，致密气产量占
中国石油天然气产量的比
重为28%。

1.77
2014年，中国石油商品
页岩气累计产量为1.77
亿立方米。

2006年，中国石油开始承担沁水盆地

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和产能建设工作。华北

油田通过积极开展技术攻关，探索形成了

包括煤层气二维地震精细构造解释、富集

区评价与井位部署等国内领先的技术工艺

体系，解决了高阶煤层吸附能力强、含气

量高，渗透率和解吸压力低的技术难题。

经过五年的努力，华北油田在山西沁水盆

地南部探明国内首个千亿立方米储量规模

整装煤层气田，并建成8亿立方米产能的

煤层气开发先导试验基地，生产的煤层气

通过西气东输管网实现外输供气。

破解技术难题
引领国内煤层气开发

评价，优选有利区层，创新页岩气产业化机制，

形成了“平台化井位部署、工厂化钻井压裂、橇

装化地面建设、数字化生产管理”的勘探开发

模式。依托中国石油在低渗透油气藏压裂技术

和工具方面的经验和优势，在页岩气领域已形

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开采技术和页岩气开

采分段压裂工艺系列，应用于页岩气直井压裂

和水平井分段压裂获得成功。近年来累计投资

73亿元，完成页岩气井41口，生产商品页岩气

1.77亿立方米。四川长宁—威远、云南昭通国

家级页岩气示范区持续推进，四川长宁页岩气

长输管道投入运行，实现该地区页岩气外输。

 致密气

中国石油加大科技研发，国家能源致密油气

研发中心落户中国石油。致密气开发快速发展，

2014年致密气产量达到267亿立方米，占中国

石油国内天然气总产量888亿立方米的28%。

 煤层气

中国石油加快煤层气产业基地建设，推进

规模开发，目前已经建成国内最先进的煤层气

实验室，煤层气勘探开发已形成经济适用的配

套系列技术，拥有多项煤层气国家专利技术。

2014年全年生产商品气量13.6亿立方米，比

上年增长58%，2015年产量将达到40亿立方

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西保德北部示范区

已具备年产3.6亿立方米生产能力，成为中国首

个中低煤阶煤层气开发示范基地。

奉献 天寒地冻之时，中国石油人依然奋战在一线。 交相辉映 天然气的蓝与天空的蓝交相辉映。



加快车用汽柴油质量升级工作是国家为应对

大气环境污染、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做出的一项战

略决策，也是中国石油履行社会责任的现实需要。

根据国家及地方汽柴油质量标准要求，中国

石油针对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省

市拟提前实施国Ⅴ车用汽柴油质量标准要求，确

定了大连石化等6家炼化企业抓紧实施已确定的

汽柴油质量升级项目，抓紧拟定新建或技改项目

前期工作，确保在2015年达标，满足质量需求。

2015年1月1日，中国石油正式供应符合标

准的国Ⅳ车用柴油，并对重点地区供应足量国V

油品，为“美丽中国”奉献更加优质、清洁、绿色的

能源血液，为蓝天碧水贡献力量。在此之前，中国

石油已经完成国Ⅳ车用汽油升级改造工作。

而到目前，中国石油汽柴油加工能力为1.4

亿吨/年。其中，汽油加工能力为5000万吨/年，

汽油质量全部达到国IV 标准，15%达到国V标

准。柴油加工能力为9000万吨/年，车用柴油

80%以上具备国IV、国V标准生产能力，普通柴

油 已基本达到硫含量50ppm标准。2014年，

中国石油的汽油产量为3398.8万吨，其中，国V

中国石油着眼未来，把发展新能源业务作

为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内容，有序开发

利用生物质能源、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努力

构建多元化的供应保障体系。

2007年，中国石油与国家林业局签署合

作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框架协议以来，中国石

油已在四川、云南建成麻风树林120万亩，并

车用汽油产量为437.8万吨 ，国IV车用汽油产量

2633.3万吨，出口汽油327.7万吨。柴油产量为

6054.7万吨，其中，车用柴油5855.0万吨，普 

通柴油（国III标准）125.4万吨，军用柴油12.6

万吨，出口柴油61.7万吨。

加快油品质量升级

有序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100%
2014年，中国石油车用
汽柴油达到国Ⅳ标准的比
例为100%。

60
为满足国家提前于2017
年全国实施国Ⅴ车用油
品和国Ⅳ普柴、2018年
国Ⅴ普柴升级的要求，中
国石油计划再安排投资
约60亿元，实施升级改造
项目22项，届时公司汽、
柴油将全部达到国Ⅴ标
准要求。

中国石油不断优化科学工艺，在提高

油品质量的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中

国石油自主开发的催化汽油选择性加氢脱

硫技术，在庆阳石化年70万吨催化汽油加

氢脱硫装置应用，汽油硫含量从108毫克/

千克降到10毫克/千克以下，达到国V清洁

汽油标准。中国石油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GARDES汽油加氢技术，在宁夏石化

年120万吨汽油加氢生产装置应用，生产出

达到国V汽油质量要求的新产品，汽油硫

含量从80毫克/千克降到10毫克/千克，有

助于减少污染物排放。至此，中国石油自

主研发的国Ⅴ汽油质量升级主体技术成功

投用，油品质量升级步伐进一步加快。

优化生产技术

率先与国内企业联合攻关，建立了从规模化集

约化种植与采收、原料加工与储运，到油品炼

制和加注使用的完整解决方案。2011年，以

小桐子为原料炼制的航空煤油成功完成首飞试

验。中国石油还与国内八家企业签署合作备忘

录，共同致力于可持续航空生物燃料产业发展

战略研究。

由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参与的国家863计

划“中低温地热发电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科

研项目，是中国石油首个列入国家863计划的

地热科研项目，对于推进绿色、国际、可持续

中石油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华北油田

留北潜山地热电站已初具规模。基于华北油

田示范场地提供的冷热源条件，这个项目将

完成500kW发电机组现场调试。

中国石油坚持清洁发展、节约发展，积

极推进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等新能源在油

气生产过程中的应用，进一步减少生产过程

中的碳排放。2013年，中国石油在新疆油田

利用高效热力聚光太阳能发电（Concentrating 

Solar Power）技术实施稠油开采示范项目，用

太阳能替代天然气作为热采锅炉加热的燃料，

进一步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华北油

田还推进地热资源发电，实现地热资源持续

开发利用。此外，华北油田还联合天津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和中科院广州能源所等单位，

对中低温地热发电关键技术进行研究。

首个地热科研项目

关停与替代

提高汽车尾气净化
系统能力，减少汽
车污染物排放

减轻锰对人体健康潜
在风险和对车辆排放
控制系统不利影响

降低汽油蒸发排放造成的
光化学污染，减少机动车
发动机进气系统沉淀物

中国石油 国家标准

（降低80%） （禁止人为加入含锰添加剂）

硫含量 锰含量 烯烃含量

2012年车用汽柴油全部达
到国Ⅲ标准

第三阶段 ≤150ppm ≤16mg/L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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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mg/L≤50ppm第四阶段

2017年底公司全部汽柴油
均升级到国Ⅴ标准

≤24%≤2mg/L≤10ppm第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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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丝不苟 对于实现

绿色发展，中国石

油人都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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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面临的一大挑战。中国石油在发

展过程中主动肩负起能源公司应负的社会责任，积极

应对气候变化，制定并实施系列成果显著的企业措

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卓越的贡献。



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生存环境，是人类

社会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石油2008年

开始深入研究，2010年正式提出“绿色、国际、

可持续”的发展思路，制定了二氧化碳减排实施

规划。

首先，从能源使用结构上，中国石油开始加

快清洁能源的利用，大力发展天然气、非常规

油气等清洁能源的使用，加大清洁能源的使用

比例，提升能效利用。积极创新大力发展新技

术改善化石能源的应用质量，从源头上减少碳

排放。

其次，控制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实行“十

大节能工程”、“十大减排工程”等积极措施，

引导企业文化观念，让节能减排的观念深入人

心，在每一个生产环节，在每一条产业链的生

产作业中，将节能减排的价值观融入到生产过

减排二氧化碳
1.07亿

西气东输投产以来，为提
高环境效益发挥了重要
作用。据测算，西气东输一
线、二线、三线每年700
多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折合
9309万吨标准煤，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1.07亿吨。
2012年上海市环境状况
公报中指出，上海市当年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93.7%。

2.5
到2015年，供应国内天
然气为国家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增量2.5亿吨，等
效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
2005年削减25％。

  

电厂脱硫脱硝 催化再生烟气脱硫

减排统计监测与考核体系
炼化污水系统优化及

资源利用

油田污水处理及
配套管网改造

温室气体控制

循环经济示范 清洁燃料替代

废水达标排放 废气达标排放

程中。对节能减排工程进行积极引导和大力的

鼓励。

再次，加大碳减排技术的研发。碳排放过

度是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研发创新碳减排技

术成为全球能源公司核心技术竞争之一。中国

石油肩负起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重点开展“中

国石油低碳关键技术研究”、CO2捕集等系列

技术成果及应用；并取得了系列成果。

最后，发挥中国石油的社会影响力，同社会

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和推广，建立碳交易

市场，将碳交易运用到商业化和市场化中，引

导社会参与，从而控制社会各个领域的碳排放

量；并实施规模化林业碳汇，大力投入到规模

化林业碳汇事业中去，鼓励和引导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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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减排工程

减排 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石油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保护生存环境。



积极推广清洁能源应用
中国石油在保障持续稳定供应能源的同

时，更加注重开发清洁能源和推进能源的清洁

化利用，努力满足社会对清洁能源的需求。

2013年，中国石油大力发展天然气及其终

端利用，全年供应天然气超过1106亿立方米，

约占国内天然气消费总量的70% ；积极推进清

洁油品生产，向市场供应的车用汽油全部达到

国Ⅳ标准。

中国石油致力于推广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

社会各领域的应用，积极推进LNG在交通运输

领域的利用，推广LNG替代车船燃料，削减碳

排放。2013年，中国石油在长江（重庆、武汉、

芜湖）、赣江、京杭运河、微山湖建立LNG船舶

示范点，完成21艘船舶LNG改造。与此同时，

中国石油加快LNG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石

油相继在河北任丘、霸州及四川广安等地建成

了7座LNG加工厂，年加工能力达到14亿立

方米；在宁夏、陕西、内蒙古和吉林等省（市、

自治区）积极推进LNG产能布局，发展LNG

清洁能源供应。在山东日照建成了中国首座高

速公路LNG加气站；在广西建成投运了首座

LNG橇装加气站，助力LNG在交通运输领域

的发展。这些都促进了天然气的应用结构优化，

支撑绿色发展。

600倍

液态天然气LNG，单位体
积的热值是气态天然气
的600倍。这一特点使其
在交通运输业具有较大
发展空间，并可有效降低
尾气中有害气体的排放，
改善空气质量。以LNG汽
车为例，与传统燃油机动
车相比，LNG汽车一氧化
碳排放可减少97%，碳氢
化合物排放可减少72%，
氮氧化合物排放可减少
80%，二氧化碳排放可减
少24%，二氧化硫排放
可减少90%，苯、铅、粉
尘等污染物排放可减少
100%，PM2.5排放量比
柴油车降低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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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国家和相关部门近年来出台的一

系列环保与节油政策法规，着力支持“畅通、

高效、平安、绿色”现代化内河水运体系建设，

促进企业、地方和内河水域节能减排目标的

实现，中国石油在钻机动力、气体发电和船舶

动力领域进行以气代油试验应用，取得显著

替代与环保效果的基础上，成立了水运以气

代油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以船舶动力以气代

油新技术的示范应用为核心的气代油示范工

程，加快建设山东微山湖及长江航运气代油

示范工程、安徽芜湖及江西赣江水运以气代

油示范工程。促进实现水运污染减排、绿色

环保的目标。

以气代油技术在水运领域的应用可有效

保护水资源环境，对国家天然气终端销售和

LNG装备制造业务的快速发展具有积极的推

动作用，实现降本增效、节能减排、改变能源

消费结构的目的。

2011至2014年，全国LNG燃料动力船舶

实际改造和新建（含在建）数量为79艘（中石油

约占50%），其中改造船舶57艘，新建（含在建）

船舶22艘次。

船舶气代油

LNG车辆改装
示范基地
中国石油在全国启动
“LNG车辆改装示范
基地”工程，将柴油汽
车改装成LNG汽车。
与重庆、广州、河北
等省（市）签署联合
推广清洁能源公交车
战略合作协议。与重
庆市政府联合推广的
370辆LNG公交车、
与广州市政府联合推
广的310辆LNG公交
车已投入运营。

气代油 中国石油力

推船舶气代油，促

进水运污染减排，

保护绿水青山。



中国石油不断加大节能减排技术和能量系

统优化技术的研发利用，通过推进“十大节能工

程”和“十大减排工程”，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

和环境友好型企业。

 碳减排技术研发包括“中国石油低碳关键

技术研究”、CO2捕集等系列技术成果及应用；

节能减排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低碳发展策略、

控制生产过程碳排放

63项

中国石油持续推进“十大
节能重点工程”，2013年，
重点实施项目达到63项。

中国石油通过控股的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积

极促进节能减排，让碳减排市场化、商业化，从

而推动全社会的碳减排观念，建立社会碳减排

体系。

2012年，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与浦发银行、

兴业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以及中国节能协会节

能服务产业委员会合作，成功搭建起专为节能

服务公司服务的融资平台 。中国石油还积极

参与国家《气候变化应对法》概念设计、社会参

与、法律责任、与国际接轨等问题的讨论。

与此同时，中国石油积极参与国际国内碳

交易活动，借助市场化机制实现碳减排目标。

低碳榜样
2013年，中国石油
在国际碳市的第三个
碳交易项目——大
庆油田清洁发展机
制（CDM）项目在
联合国成功注册，年
预计售出二氧化碳减
排量40万吨，实现环
境与经济双重效益；
在深圳环境交易所完
成国内首单中国配
额（排放权）交易，在
北京环境交易所完成
中国首单核证减排量
（CCER）交易，推动
国内环保市场体系发
展；中国石油控股的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开
发的节能减排项目实
现年节约标准煤20万
吨以上，对应二氧化
碳减排50万吨以上。
中国石油连续三年获
得由中国新闻社举办
的“低碳发展 绿色生
活”公益影像展“中国
低碳榜样”奖项。

标准与战略研究等成果。

中国石油响应国家“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

动”的要求，加强节能目标考核和精细管理，持

续推进“十大节能工程”。2013年实施重点节

能项目63项，包括油田机采系统和地面系统的

节能改造、污水余热回收利用和炼化低温热利

用、加热炉节能改造等，集成配套和推广应用成

熟适用的节能新技术。加强炼化能量系统优化

和节水技术研究，建立形成了中国石油“炼化节

水技术评价方法”和“炼化节水技术数据库”。

推进节能管理信息化系统建设，完成了新疆

油田、冀东油田、兰州石化、克拉玛依石化等试

点企业上线工作，并在所属地区公司进行了推

广。开展“践行节能低碳，建设美丽家园”为主

题的节能宣传周活动，提高全员节能意识。

  

提高设备能效 能量系统优化

供热系统优化运行 水资源综合利用

电动机及电力系统节能
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利用

伴生气回收利用 能源计量与监控

废水达标排放 自用油替代

十大节能工程

日常化 检查管道是

否有泄漏，是一线

员工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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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社会碳减排
建立市场化节能减排

二氧化碳捕集与埋存是应对全球气候变

暖最具发展前景的解决方案之一。二氧化碳

驱油将大量的二氧化碳埋存地下，既提高原油

采收率，又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国石油

重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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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石油继续支

持低碳技术创新，发展了二氧化碳驱油与埋存

等重要低碳技术，降低自身生产运营中的碳排

放。中国石油牵头完成的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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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吉林油田二

氧化碳驱油开发试验稳步推进，已建成3个不

同类型试验区，五年埋存二氧化碳43万吨，原

油单井产量较水驱提高30%~60%。

二氧化碳捕集与埋存



实施规模化林业碳汇
森林是自然界重要的碳汇、气候稳定器和

生物多样性庇护所。中国石油积极发展林业碳

汇交易，坚持全员参与植树造林，努力培育森

林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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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续推动植树造林活动，将绿化工作常态化。

40.53%
2 0 0 8年至2 0 1 2年五
年间，中国石油共植树
2000余万株，新增绿地
面积5000余公顷。截至
2012年底，中国石油矿
区生活基地绿化覆盖率达
到40.53%。2012年，在
全国造林绿化表彰动员大
会上，大庆油田、兰州石
化荣获“国土绿化突出贡
献单位”称号。

中国石油低碳关键技术研究

低碳战略与标准

节能减排评价指标
体系研究

低碳发展策略、标准
与战略研究

节能与提效

高含水油田节能节水
关键技术研究

低渗透油气田节能
节水关键技术研究

热采节能节水
关键技术研究

炼油化工节能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长输管道节能
关键技术研究

减排与废物资源化

钻井动力节能减排与
余热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含油污泥资源化
利用技术集成

炼化污水高效处理及
回用关键技术研究

温室气体捕集与利用
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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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石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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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起连续3年累计向重

庆市捐款1200万元，开展三峡库区造林绿化。

所属企业积极开展造林绿化，新疆油田继续

完善1 0万亩碳减排林基地建设，长庆油田投

入2500余万元在陕西、甘肃开展碳汇林和公

益林建设，兰州石化积极参与兰州 市南北两

山造林绿化，宁夏石化主动承担地方3000亩

沙漠治理任务。

2013年投入2900万元公益绿化资金，植

树70万株。启动于2008年的长庆油田陇东

地区百万亩碳汇林基地建设顺利推进。截至

2013年底，长庆油田已先后在庆城县周祖陵

山、华池县南梁乡和庆城县教子川流域启动

实施碳汇林建设。建成的碳汇林，每年可吸

收230多万吨二氧化碳。2013年，中国绿色

碳汇基金会完成对黑龙江省中国石油碳汇林

建设示范项目现场审定 ；中国石油下属长庆

油田、兰州石化、华北油田等10家单位被全

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模范单位”荣誉

称号。

让千万棵大树长起来

天然氧吧 中国石油通过持续建设碳汇林，

进行碳交易，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环保与发展相协调
作为社会的一员，中国石油既是能源提供者也是能源消费者。

中国石油不仅为社会提供高能效解决方案，还把资源节约贯穿

到生产运营每一个环节，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

中国石油坚持节约、环保优先，努力减少自用能消耗，形成节

约型生产模式。加快实施重点节能工程，研发和推广先进节能

技术，重点用能设备效能进一步提升。中国石油还大力倡导绿

色办公和低碳生活方式，实施全员节能行动计划，使节能成为

员工的自觉行动。



大庆炼化分公司持续加强对标管理，

定期公布与内部历史数据、相近规模炼油

企业、国内先进水平三个层次的能效对标

情况，各项节能减排指标全面改善。大庆

炼化分公司炼油综合能耗、炼油单因耗能、

炼油新鲜水单耗等指标与先进水平的差

距逐步缩小 ；润滑油、丙烯腈、聚丙烯等

装置能耗指标均达到国内同行业前三名。

2011年，工业固废处置率、环境空气达标

率和厂界噪声达标率全部达到100% ；全年

节能4.2万吨标准煤，节水25.4万立方米 ；

废水、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

比上年减少2.9%、1.4%和2.6%。

大庆炼化全面改善节能减排指标

八大生产安全事故 ：井喷失控事

故、炼化装置着火爆炸事故、危险化学

品储存泄漏着火事故、长输管道火灾爆

炸事故、天然气下游业务火灾爆炸事

故、海上石油天然气作业安全事故、重

大交通安全事故、重大自然灾害引发的

生产安全事故。

六大环境事件 ：因生产安全事故

导致的次生环保灾害事件、危险化学品

泄漏污染事件、油气泄漏污染事件、放

射源火工品散失事件、环境违法事件、

因“三废”违规排放及处置引发的环保

事件。

中国石油升级调查的14类
重大安全环保风险事故事件

清洁生产的第一步，是将自身活动和决策对

环境的影响纳入整体考虑。多年来，中国石油完

善环境管理体系，强化目标责任考核，加强环保监

督管理，严格环境风险防控，努力将生产运营对

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实现环境零污染。中国石

油大力推进绿色发展，通过创新节能减排的理念、

技术、管理和机制，中国石油不断提高能效和降低

污染水平，将继续以“十大节能工程”和“十大减

排工程”为重点，推进中国石油节能减排工作。

清洁生产

 实施对标管理  促进绿色发展

面对环保风险高、环保工作难度大的现实，

在开展管理提升活动的过程中，中国石油积极

与国际、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对标，总结进步，

正视差距，弥补短板，推动环保工作“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实现绿色发展。

 建设项目全过程环境管理

致力于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推动绿色

能源的开发利用，是中国石油不懈努力的方向。

2014年，中国石油分析和评估上中下游各业务链

条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并据此调整优化流程、技术

和设备，对建设项目开展全过程环境管理，推行前

置环评试点，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

 三级污染防控体系 减少水体污染风险

中国石油建立了安全、及时、有效的污染综合

预防与控制体系，开展环境风险评估，采取必要预

防与控制措施，有效控制水体污染风险，努力预防

石油泄漏问题的发生。在企业开展全面普查，对

作业区临近江河湖泊或可能产生公共水环境污染

的企业实施水体污染事故三级预防与控制工程。

全产业链全过程生态环境管理

节能量与节水量
 节能量：万吨标准煤     节水量：万立方米

2013 108
2007

2014 116
1979

2012
1926

121

2011
1744

113

三级预防与控制体系
一级预防
控制体系

通过设置围堰、罐区火堤及其配套设施，
防止可能产生的轻微环境污染风险。

三级预防
控制体系

通过设置末端事故缓冲设施及其配套设
施，防止可能产生的重大环境污染风险。

二级预防
控制体系

通过设置雨水切断系统、拦污坝、防漫流
及导流设施、必要的中间事故缓冲设施
及其配套设施，防止可能产生的较大环
境污染风险。

绿色开采 虽然石

油不是绿色能源，

但可以实现绿色开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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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余名
在线监测运维人员

《在线监测运维人员
上岗证书》

1500余名
环境监测技术人员

《环境监测上岗证书》

300余名
环境统计人员

《环境统计上岗证书》

环保
6大风险

安全事故次生污染

危化品泄漏

三废超标排放

油气泄漏污染

环保违法违规

放射源失控



 含油污泥无害化处理

含油污泥是石油生产过程中的“伴生品”，

也是石油生产的主要污染源之一，但它也可以

被变废为宝，于是，中国石油制定了含油污泥

 全面实施环境立体化监控体系建设

中国石油全面实施环境立体化监控体系建

设，实现主要排污口污染物排放24小时数据监

测，确保源头治理和过程监控；开展有害废气

专项治理，查找整改下水系统隐患；推进污染

减排项目建设，引进国外专利技术新建催化再

 关停与替代

中国石油加大污染减排实施力度，强化结

构减排措施，对辽河油田热电厂、塔里木油田

塔西南石化厂尿素生产装置实施关停；将重点

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的战略方针。

目前，中国石油的多数油田已经实现了含油污

泥的减量化处理。

生烟气脱硫装置，建设超稠油污水预处理扩能

改造项目及污水处理场恶臭气体治理装置；开

展环保科技攻关，研究设计污水处理场一级水

解酸化罐改造和物化段氨氮保排项目、酸性水

汽提装置改造项目等，推进环保装置的改造完

善。

减排工程纳入HSE信息系统进行调度，加强监

控；加大对污染减排工作的考核力度，努力创

建环境友好型企业。

防止水土流失 在
施工过程中，建设

者非常注重环境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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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含油污泥，大庆油田积极寻求安全

可靠、经济适用的新工艺，建设北一区含油

污泥处理站，对含油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

该站采用预处理加调质离心工艺，净化出的

油外输作为产品进入集输系统，净化出的

水作为回掺水循环使用，净化泥达到《黑龙

江省油田含油污泥综合利用污染控制标准》

（DB23/T1413-2010）要求，用于铺路和垫井

场，实现含油污泥的无害化、资源化和效益

化。2011年，该站处理含油污泥量突破2.52

万立方米，有效保护了油田生态环境。国家

环境保护部周生贤部长视察该站，给予“真

正实现含油污泥无害化和资源化，是循环经

济”的评价。

大庆油田含油污泥治理“一石三鸟”
2013年，辽河石化制定《清洁生产实施方

案》，采取多项措施，确保超稠油加工过程中

污水、废气达标排放。通过系统治理，辽河

石化下水系统含油量比上年下降21%，外排污

水COD含量大幅降低，厂区空气质量满足国

家二级标准要求。中国石油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炼化企业清洁生

产企业验收标准》要求，通过了辽宁省清洁生

产指导中心评估验收，是国内率先通过整体

清洁生产审核验收的炼化企业。

辽河石化降低污染排放，实现清洁生产

辽河石化污染物排放持续降低

含油污泥无害化处理流程示意图

1.69万

漠大线完成耕地复垦1.2
万亩、覆土整治68万立方
米、绿化面积1.69万亩。



 生态修复

中国石油的油气勘探开发项目、长输管道

和炼化装置存在着一定的环境风险。对此，中

国石油严格执行国际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学习

中国石油2012年启动并完成西气东输

二线深港海底管道工程，通过深港海底管道

工程把香港连入西气东输管网。项目施工

前，中国石油启动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程序，

努力将对海洋环境的污染降至最低。项目施

工中，中国石油与承建方胜利油田胜利石油

化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组成深港海管

EPIC（Engineering、Procurement、Installation、

Construction，简称生态保护）2013年，公司

重点实施建设项目全过程环境管理，推行前

置环评试点。中国石油实施的庆铁三线（大

庆—铁岭段)等8个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获国家环保部批复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

司炼油和乙烯改造工程等6个项目，通过国

家环保部验收。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

的新疆油田石西作业区累计完成88.2万平方

米的生态湿地建设工程，作业区绿化覆盖率

达62.5%。EPIC项目部，强化各个环节质量

和环保把控，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工程达到

国内油气管道建设质量最高标准。2013年5

月，中国石油启动西气东输二线海底管道工

程海洋环境及渔业资源修复项目，将200万

尾黑鲷鱼苗投放大海，将有效改善海域生态

环境和水生生物资源。

努力将破坏降到最低

贯彻国家新《环境保护法》，加大生产全过程隐

患防治和环境保护，加大环境敏感区生态修复

力度，努力实现与环境的和谐相处。

 全过程环境管理

中国石油实施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生

态环境管理。中国石油对建设项目开展全过程

环境管理，推行前置环评试点，执行环境保护

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

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双赢

塔里木沙漠公路是塔里木油田分公司

1993年为解决塔克拉玛干沙漠石油勘探开

发而修建的专用通道，穿越流动沙漠段446 

公里，是全球流动大沙漠中修建的第一条等

级公路。塔里木沙漠公路北起314国道轮台

县东，经轮南油田、塔里木河、肖塘、塔中4

油田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至民丰县恰汗

和315国道相连，南北贯穿塔里木盆地，全

长522公里，其中穿越流动沙漠段长446公里。 

该公路的建成使新疆和田地区到乌鲁木齐

的距离缩短了500 多公里，降低了勘探开发

成本，推动了南疆经济、文化交流。为减少

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在公

路周边种植梭梭和沙拐枣等防风固沙灌木

2000 多万株，应用光伏发电技术对公路生态

防护林实行发电灌溉。如今的沙漠公路，灌

木丛中时有野兔等动物出现，还能听到清脆

的鸟鸣，每年吸引上万名国内外游客前来观

光。2008 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

工程荣获“国家环境友好工程”称号，2014 

年塔里木沙漠公路入选中国公路网发起评

选的“中国十大最美公路”。

中国最美公路

并重 在发展的同

时，中国石油注重

当地环境的保护，

沙漠公路就是一个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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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俄原油管道漠大线等6个工程

通过国家环境保护部验收。长呼原油管道（长

庆油田——呼和浩特石化公司)、陕京三线榆

林——良乡段和大沈天然气管道（大连——沈

阳）等项目的水土保持工程，通过了国家水利

部验收。

验收结果显示，长呼原油管道项目土地

治理率达到97.06%，水土流失总治理率达到

97.02%，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0.97，拦渣率达

到99%，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97.68%，各项指

标均高于规范标准。特别是在风沙区铺设的

400多万平方米草方格，防风固沙效果显著，

成为沙漠中的绿丝带。

陕京三线榆林—良乡段完成绿化面积达

714.75公顷，其中栽植乔木2.31万株，栽植灌

木98.58万株，种草344.77公顷，相当于每建设

1千米管道，恢复7900平方米植被。工程建设

区域植被覆盖率达到27.4%，远远超出水利部

批复的目标值。

大沈线水土保持设施及布局合理，整体

工程质量优良，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

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其中，扰动土地整治率

96.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97.8%、林草植被恢

复率98.5%。

国家环保部：各项指标高于规范标准

胡杨能忍受荒漠中干旱、多变的恶劣气

候，对盐碱有极强忍耐力。为了维护沙漠地区

生态环境，最大限度保护胡杨林，南疆天然气

利民工程项目第二期工程和田—泽普管道干线

沙漠段从设计到实地踏勘、现场施工，不断调

整管道建设原设计方案，并在实际操作中根据

实地情况进一步优化调整线路。仅15公里的管

线建设最终增加投资325万元，管线增加1700

米，伴行路增加3400米，管道线路成功避让胡

杨树200余棵，伴行路避让胡杨树近1900棵。

为胡杨林让路

中俄原油管道漠河—大庆（以下简称漠

大线）起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县漠

河口岸东侧的黑龙江界河，止于大庆市中南

部的大庆末站。管道建设途经高寒冻土区、

原始森林区、自然保护区和黑龙江、嫩江等

敏感水系，对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极高。

2014年5月，中俄原油管道漠大线通过国

家环境保护部现场检查，并得到现场专家的

认可。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的

调查结果表明，100%的受调查单位和居民对

漠大线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

中国石油在管道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对

土壤、植被的保护，积极恢复地貌，加强对野

生动物的保护，针对生态环境保护制定多项

具体措施。为减少原始森林占地，中国石油

将林区作业带宽度由28米减少到18米至20米，

减少用地8210亩。为保护原始森林，中国石

油投入亿元水土保持资金，完成耕地复垦816

公顷、整治覆土68万立方米、绿化面积1.69万

亩，林草植被恢复率97.6%。为保护野生动物

的栖息地，中国石油减少夜间作业，避开野生

动物繁殖季节确保它们不受施工惊扰。为保

护水域生态的多样性，中国石油投入1910万

元进行专项补偿，建设保护区鱼类增殖站、开

展江鳕人工繁殖技术研究、监测沿线水质及

生物情况，并每年投放20万至50万尾冷水鱼。

百分之百的满意率

壮美画卷 通过生

产、生活垃圾定时

集中清理外运等措

施，中国石油保护

着美丽的渤海湾红

海滩。

绿色长廊 在塔克拉

玛干沙漠，中国石

油保护胡杨的自然

生长状态，让它们

组成一条不灭的绿

色长廊。

40

A B C D 环保与发展相协调

41

D E 中国石油绿色发展战略 · 2015



共创美好未来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始终是人类对美好生

存环境的向往。

展望未来的“十三五”时期，中国石油要做

好勘探开发、管网布局和科技挖潜三篇文章，

大力发展页岩气、煤层气、碳汇林等新能源为

内涵的绿色经济。同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

低碳技术和相关制度体系创新，追求以低能耗、

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

提供更清洁和更优质的绿色能源。

天然气业务是中国石油的战略性、价值性

和成长性业务，要打造成新的增长极，必须加

快增效发展。在“十三五”时期，中国石油将继

续注重天然气业务价值的提升，使其成为中国

石油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将统筹安排天然气业

务的生产、贸易、运输、销售、储存、调峰等各

环节协调有效发展，优化天然气资源组合，优

化销售区域结构和用户结构，优化储运调峰设

施建设，按需发展LNG业务，稳健发展天然气

利用项目，确保天然气业务效益最大化。

到2020年，中国石油的管道里程要达到

6.3万公里，储气库工作气量达130亿方，天然

气销售量为1800亿方左右，管输负荷率85%

以上；形成东西互贯、南北互通、内外互连、运

行高效、安全稳定、调度灵活的供应体系。到

那时，95%以上的地级市均可用上天然气，城

市因为它更加清洁，百姓因为它而生活美好。

在油品质量升级方面，按照国务院常务会

确定了加强清洁油品生产供应，力争提前完成

成品油质量升级任务：一是将2016年1月起

供应国Ⅴ标准车用汽柴油的区域从原定的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内重点城市扩大到

整个东部地区11个省市全境；二是将全国供

应国Ⅴ标准车用汽柴油时间由原定的2018年

1月提前至2017年1月；三是增加高标准普通

柴油供应，分别从2017年7月和2018年1月

起在全国供应国Ⅳ和国Ⅴ标准普通柴油。

中国石油还要夯实安全环保的基础。安

全环保要强化责任落实，强化源头控制，强化

HSE体系建设，强化隐患治理，强化监督检查，

强化应急能力提升，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环保

事故的发生。

针对目前石油石化企业环保存在的问题，

“十三五”期间将分层次开展环保技术研究和攻

关，并形成针对VOCs、页岩气开发污染防治

等10项石油特色实用环保技术。

中国石油在未来将特别关注和重视水资源

保护和合理化使用，强化规范管理和全过程管

理，控制和减少生产运营对水资源的污染，推

动污水处理和循环利用，减少淡水使用量，提

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十二五”期间，中国石油

已经实现节水量1亿立方米，在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企业方面走在中央企业前列。

目前，中国石油建立了自上而下的专业管理机

构，贯穿到生产运营全过程，对节水、防控水污

染进行评估、审查、监督和考核。

此外，中国石油会积极布局非常规和海洋

油气领域，跟进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开发利用，

关注煤化工、天然气发电、铀矿开采利用、地热

等领域合作机会，努力培育实现效益增长的接

替业务。

岁月静好 夕阳把

万道霞光射向草

原，九曲十八弯摄

人心魄。中国石油

将继续坚持绿色发

展战略，为祖国环

境保护尽心尽力。

28%
2014年，致密气占中国
石油天然气产量的比重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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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英文缩写

“CNPC”，中文简称“中国石油”）是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是以油气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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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国主要的油气生产商和供应商之一。2014年，在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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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以建成世界水平的综

合性国际能源公司为目标，通过实施战略发展，坚持创新驱动，注重质量效益，加快转变发

展方式，实现到2020年主要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全面提升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成为

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领先公司。

中国石油的企业宗旨是“奉献能源，创造和谐”。奉献能源，就是坚持资源、市场、国

际化战略，打造绿色、国际、可持续的中石油，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保障油气市场平稳供应，为社会提供优质安全清洁的油气产品与服务。创造和谐，

就是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创造能源与环境的和谐；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经济

发展，创造企业与社会的和谐；践行以人为本，实现企业与个人同步发展，创造企业与员工

的和谐。

关于中国石油 奉献能源  创造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