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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向您呈现这份报告。

2015 年，新《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十八届

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

体方案》出台，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迈入新纪元。

2015 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圆满成功，达成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协定》，人类社会携手努力，

直面危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开启新篇章。

我们深知作为中国最大的国有能源企业，保护

祖国青山绿水、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责任。近年来，我们确立并积极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战

略，全面加强环境管理，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致力于

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努力实现企业发

展与生态环境相和谐。2015 年我们成为国际油气行

业气候倡议组织（OGCI）成员。

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 助力环境质量改善

我们坚持“以绿色的方式生产清洁能源”的理念，

大力发展天然气、非常规油气、生物质等清洁能源，

推动汽柴油质量升级，促进国家能源结构优化，改善

环境质量。2015 年，公司国内天然气销量 1226 亿

立方米，占中国市场份额的 70%，与散煤相比，相当

于减排二氧化碳1.72亿吨，减排二氧化硫268.8万吨；

截至 2015 年底，公司国内炼厂生产的车用汽柴油全

部达到国Ⅳ标准，并提前向东部 11 个省（市）市场

供应国Ⅴ标准车用汽柴油，计划 2016 年底全部完成

国Ⅴ标准车用汽柴油升级；运营天然气管道长度达到

5.1 万千米，总里程占中国的 78%，受惠人口 5 亿。

我们不断加大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利用，实施

节能减排“双十”工程，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强

能量系统优化管控，有效降低自用能源、水、土地消

耗强度。2015 年，公司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四类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与 2014 年相比分

别下降 8%、6.2%、27.8% 和 16.4%，创历史最好

水平；节能 116 万吨，完成年度计划的 145%，节

能减排量全面超额完成国家下达指标。

全面加强环保管理 注重环保科技创新

我们不断提升环保管理水平，强化风险控制能

力，严格执行国际国内相关法律法规。2015 年，公

司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赢得

国际国内多项环保奖励。公司强化目标责任考核，通

过明确任务、落实责任、深化措施，确保污染减排目

标任务按期完成；加强环保监督管理，组建安全环保

监督中心，强化污染减排核查核算中心和污染源在线

监控中心功能定位；严格环境风险防控，建立完善污

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国内首个集团级 VOCs 综

合管控信息平台。

董事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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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知科技创新是实现环境与经济和谐发展

的根本途径，持续加大污染防治与新能源技术的研发

投入，“石油石化污染物控制与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获批建设。2015 年中国石油低碳重大科技专项通过

验收，在能量系统优化、含油污泥资源化、放空气

回收、煤制氢污染控制等技术领域走在了国内前列，

二氧化碳驱油技术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凭借在国

家油品质量升级中的贡献，“满足国家第四阶段汽车

排放标准的清洁汽油生产成套技术开发与应用”荣获

2015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我们认同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重大挑

战之一，支持巴黎气候大会提出的“全球气温升幅控

制在 2℃以内”的目标。同时我们也认为，中国和世

界的进步离不开能源，能源发展需要绿色革命。中国

石油将积极适应新的变化和要求，遵循中国政府的承

诺控制碳排放。继续把天然气业务发展作为战略性工

程，大力发展页岩气、生物质能、地热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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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面对全球性的环境与气候问题，国

际社会特别是能源企业间应加强合作交流，携手探寻

危机解决之道。2015 年，我们全面加强与 OGCI 组

织各成员公司合作，参与行业低碳发展路线图的研究

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示范工程的建设，与其他成员企

业合力探寻提高能效的路径、寻找天然气最佳利用的

模式、研究碳捕捉和封存（CCS）技术的商业化，

共同推进能源行业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展望未来

中国石油以保障能源持续平稳供应、改善民生

福祉为己任，始终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社会奉献绿

色能源。展望“十三五”，尽管面临许多挑战，国际

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增长放缓，但我们将继续努

力推进绿色转型、积极投身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为我

们的天更蓝、水更绿、山更青、空气更清新，做出应

有的贡献。

我们将着力实施全面污染达标升级计划，积极

落实国家“十三五”规划环境保护目标，全面实现新

标准下的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实现清洁发展。

我们将着力实施低碳发展路线图，建立符合国

际标准的碳排放管控与碳资产管理体系，控制并减缓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实现低碳发展。

我们将着力于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纲要，全力

减少生产运营可能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潜在影响，积极

参与社区环境公益活动，实现和谐发展。

我们的目标是，争做更具财富创造力、更具品

牌影响力和更具社会感召力的优秀企业公民。

  董事长

2015 环境保护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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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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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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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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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质量健康安全环保理念

环保优先、安全第一、质量至上、以人为本

企业宗旨

奉献能源、创造和谐

企业战略

资源、市场、国际化、创新

企业精神

爱国、创业、求实、奉献

企业价值观

诚信、创新、安全、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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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平稳收官
经过“十二五”的发展，公司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在世界500强和50家大石油公司中的排名

分别从2010年第 10和第5位上升至第4和第3位

第10位

第4位

2015

2010

世界500强的排名

世界500强的排名

第5位

第3位

2015

2010

50家大石油公司

50家大石油公司

第10位

第4位

2015

2010

世界500强的排名

世界500强的排名

第5位

第3位

2015

2010

50家大石油公司

50家大石油公司

2015 环境保护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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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

1226 公司积极推进国内重点气区产能建设，国内天然气产量达 954.8 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总

产量的 72.7%，国内天然气销量 1226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2.6%；

50928 运营天然气管道长度达到 50928 千米，覆盖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惠及人口超过 5 亿；

11625 国内成品油销售量 11625 万吨，占国内市场份额 40% 以上，向东部 11 个省市提前供应国

Ⅴ标准车用汽柴油；

  109 重点实施了 109 项减排措施，包括 89 项工程减排、4 项结构减排和 16 项管理减排措施；

   28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等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与 2014 年相比分别下

降 27.8%、16.4%、8% 和 6.2%；

100067 与“十一五”末相比，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分别减少排放 100067 吨和 37762 吨，削减 41.3%

和 20.3%；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分别减少排放 5498 吨和 2272 吨，削减 16% 和 16.3%；

   34 单位原油产量排放强度持续下降，与“十一五”末相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

和氨氮等四项污染物单位原油产量排放强度分别下降 33.6%、28.3%、31.5% 和 23.1%；

   55 单位原油加工量排放强度持续下降，与“十一五”末相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

和氨氮等四项污染物单位原油加工量排放强度分别下降 54.8%、32%、27.8% 和 28.8%；

  116 实现节能量 116 万吨标准煤、节水量 2061 万立方米、节地 1200 公顷；

    7 与 2010 年相比，2015 年公司天然气消耗量占总能耗的比例上升 7 个百分点；原煤消耗量

占比下降 4.8 个百分点；

506125 通过联合出资成立的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完成国内最大单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

交易量达 506125 吨；

14899 2015 年，共投入 14899.09 万元公益绿化资金，植树超过百万株。

6



中国石油始终坚持“环保优先、安全第一、质量至上、

以人为本”的理念，追求“零伤害、零污染、零事故”的目标，

以绿色的方式生产清洁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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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减轻生产经营活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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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环境保护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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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着“绿色、国际、可持续”的发展思路，制订并执行《中

国石油绿色发展行动计划》，把大力发展天然气、加快油品质量升

级、积极实施节能减排作为战略任务，稳步推进污染治理和生态工

程建设，努力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做贡献，彰显央企责任担当。

绿色战略  彰显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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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生产结构更优

面对全球性资源与环境压力，生产和使用清洁能源，是中国石油

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坚定选择，我们大力发展天然气，同时，在探索开

发非常规油气、有序利用可再生能源和专注提升油品质量等方面取得

了实质性突破，全面构建了安全、稳定、多元、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

加大勘探开发力度。中国石油把加快天然气开发利用作为一项战

略性和成长性工程，持续加大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2015 年新增探

明天然气地质储量 5702 亿立方米，连续 9 年超过 4000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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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产能规模。我们已经建成长庆、塔里木、西南、青海四大

天然气产区，2015 年新建配套产能 110 亿立方米 / 年，产能规模可

达 858 亿立方米 / 年，可满足国内 40% 以上的天然气需求。2015

年公司国内天然气产量达 954.8 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总产量的

72.7%，供应天然气 1226 亿立方米，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70%，相

比 2010 年增加 83.2%。

2015 年，公司国内天然气

供应量占全国市场份额 产量占国内油气总当量比例   产量约占全国天然气产量比例

70% 40.6% 72.7%

2015 环境保护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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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调查显示，中国大气污染源主要来自交通、燃煤、工业等，其中燃煤贡献 60%。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减排目标：到 2017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

度比 2012 年下降 10% 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

别下降 25%、20%、15% 左右。

天然气燃烧污染物排放量大大低于煤炭，是改善大气质量、治理大气污染最现实的途径。

2015 年中国石油供应天然气 1226 亿立方米，按等热值计算，相当于替代 2.29 亿吨标准煤，

减排二氧化碳 1.72 亿吨，减排二氧化硫 268.8 万吨。

“绿色动力”在能源供应中的崛起，

优化了我国的能源结构，满足了人

们的清洁需求。

268.8
万吨

1.72
亿吨

1226
亿立方米

减  排 减  排

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

2 .29
亿吨

相当于
替换

煤炭

天然气

56%

20%

0%

天然气与煤炭燃烧污染物排放量对比

0%

二氧化碳                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     粉尘颗粒

天然气

标准煤

7 1450

6

1250

1050

5 850

4 650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中国历年天然气消费占一次能源比重（%）

中国石油历年天然气供应量（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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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天然气利用。中国石油还注重加快天然气开发利用，在城市燃气、天然

气发电、天然气化工、城市公共交通以及航运等领域，持续推进“以气代煤”和“以

气代油”工程，加速“气化中国”，精心呵护祖国的青山绿水。

天然气汽车与传统柴油汽车排放量比较

中国石油天然气替代燃料业务

交通燃料替代

→ 推进 CNG 车用、LNG 车用和 LNG 船舶示范工程

→ 2015 年，公司供应 CNG 12.4 亿立方米

→ 截至 2015 年年底，公司拥有加注站 1120 座

发电燃料替代

→ 为燃气电厂直供气量 77.6 亿立方米

→ 相当于替代散煤 1449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089 万吨，减排二氧化硫 17 万吨

燃煤锅炉燃料替代

→ 支持北方地区“煤改气”工程

→ 支持城区天然气置换工程

72%

61%

27%

7% 0%

二氧化碳                氮氧化合物               碳氢化合物               一氧化碳             固体颗粒物

传统柴油汽车

天然气汽车

2015 环境保护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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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供应量占全国 70%，中国石油绿色发展“气势足”

天然气作为清洁优质能源，是当前我国调整能源结构、防治大气污染最现实的选择。中

国石油历来高度重视天然气业务发展，将其确定为成长性、战略性、价值性工程，立足国内、

统筹国外，千方百计增强资源“底气”。我们建立了资源多元、调度灵活、运行高效、安全

稳定的天然气供应体系，提升资源调配效率和市场供应保障能力。天然气产量在世界大石油

公司的排名由 2010 年的第 8 位上升到 2015 年的第 5 位。

“十二五”期间，公司天然气产量年均增长 5.7%，高于全球同期 2.9% 的平均增速；

在公司国内油气产量当量中的比重由 2011 年的 35.9% 提升至 40.6%；天然气供应量年均

增长 111 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供应量比重保持在 70% 左右。

公司天然气供应量年均增长

111 亿立方米

公司建成 3 个年产百亿立
方米级的大气区，天然气
年均新建产能

170亿立方米

中国石油在役天然气管道
超过 5 万千米，惠及人口

5亿多

公司建成 3 个年产百亿立方米级的大气区，

天然气年均新建产能 170 亿立方米；建成投运 17

座储气库，有效工作气量 52 亿立方米；建成 3 个

沿海 LNG 接收站，接卸能力达 1300 万吨 / 年，

供气调峰能力进一步提高。

夯实资源基础的同时，中国石油推进跨国天然

气管道及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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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

随着中亚天然气管道 C 线、中缅天然气管道、西

气东输二线以及西气东输三线西段等一批重点工

程相继建成投产，中国石油在役天然气管道超过 5

万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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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人口 5 亿多。

这是中国石油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更多清洁

能源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体现。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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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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气东输改善长三角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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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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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替代散煤 9309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07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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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南京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231 天，比 2014 年多出 41 天，空气质量改善明显。

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

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建成投运以来，向新疆南部各族居民供应天然气，解

决了环塔里木盆地 42 个县市、20 个团场共 400 多万城乡居民的用气问题，在

维护民族地区稳定、促进环境保护、改善当地民生、发展地方经济上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该工程荣获 2014-2015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和 2015 年度石油

优质工程金奖。

2015 环境保护公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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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东部 11 省（市）实施国Ⅴ车

用汽柴油标准

全国实施国Ⅴ车用汽柴油

质量标准

预计新增需求量 9,000 万吨车用汽柴油 1.2 亿吨车用汽柴油

具备车用国Ⅴ汽柴油

生产能力的炼厂比例
39% 100%

质量升级项目数量 28 项 57 项

新增投资 128 亿元 127 亿元

                     2016 年 1 月 1 日              
            

2017 年 1 月 1 日

  油品升级标准更高

我们积极响应国家《加快成品油质量升级工作方案》，对照升级

时间节点，制订升级工作计划和项目投产时间表，通过加大投资、加

快新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动汽柴油产品质量升级，努力为市场供应更

清洁和高效的油品，以能源产品升级促进能源消费结构优化。

截至 2015 年底，公司国内炼厂生产的车用汽柴油全部达到国Ⅳ

标准，并提前向东部 11 个省（市）市场供应国Ⅴ标准车用汽柴油，计

划 2016 年底全部完成国Ⅴ标准车用汽柴油质量升级，“宝石花”已

成为“优质”的代名词。

根 据 中 国 标 准 化

研究院顾客满意度测评

中心和清华大学中国企

业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

中国顾客满意度手册，

2015 年公司加油站满

意指数连续三年位居国

内同行业首位。

油品质量抽查合格率

100%
加油站每天服务消费者

1100万人

2015年，公司国内

19.8% 8.7%

车用汽油达到国 V

标准的比例

车用柴油达到国 V

标准的比例

2012 年 车 用

汽柴油全部达

到国Ⅲ标准

2013 年年底车用

汽油达到国Ⅳ标

准，2014 年 年 底

前车用柴油达到国

Ⅳ标准

2017 年年底公司全部汽

柴油均升级到国Ⅴ标准

2012

2013

2017

硫含量≤ 150 微克 / 克

硫含量≤ 50微克 / 克

硫含量≤ 10微克 /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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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完成“两连跳”，中国石油用清洁油品诠释“绿色担当”

助力碧水蓝天，加油美丽中国。作为国内主要成品油供应商之一，中国石油一直努力提供更加清

洁的能源血液，践行国有企业“绿色担当”。5 年间，中国石油实现油品质量从国Ⅲ到国Ⅴ的“两连跳”，

成为贯穿公司“十二五”炼化业务绿色发展之路的一条亮丽的主线。

➢ 2013 年年底前和 2014 年年底前，中国石油顺利完成国Ⅳ汽油升级和国Ⅳ柴油升级；

➢ 2015 年年底，中国石油 25 家炼化企业中，19 家企业具备生产国Ⅴ车用汽油能力，所有企业

具备国Ⅴ车用柴油的生产条件，普通柴油质量比国家标准要求提前一年多达到国Ⅳ标准；

➢ 2016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石油已向东部 11 省（市）全部供应符合国Ⅴ标准的车用汽柴油，

为大气污染防治再添绿色筹码；

➢ 2016 年年底，所属炼油企业将按照国家部署全部完成国Ⅴ油品质量升级工作。

从国Ⅲ到国Ⅴ，用于装置改造的资金投入是油品质量升级的重要保障：

➢ 截至 2014 年年底，中国石油共实施完成项目 45 项，总投资达 228 亿元，全面按期完成国Ⅳ

和部分国Ⅴ车用汽柴油质量达标升级技术改造任务；

➢ 为确保东部 11 个省（市）2016 年 1 月 1 日提前实施国Ⅴ车用汽柴油标准，中国石油安排东

部 9 个炼化企业提前两年多实施国Ⅳ兼顾国Ⅴ，以及国Ⅴ质量升级项目共 28 项，总投资 128

亿元；

➢ 为保证 2017 年 1 月 1 日全国国Ⅴ车用汽柴油质量升级，中国石油共实施质量升级项目 57 项，

总投资 127 亿元。

绿色发展是方向，更是我们的担当！未来中国石油油品升级之路将更加平稳高效，更多惠及民生！

截至 2014 年年

底，中国石油共

实 施 完 成 项 目

45 项

项

2016年1月1日前，

中国石油提前两年

多实施国Ⅳ兼顾国

Ⅴ，以及国Ⅴ质量

升级项目共 28 项

项

2017 年 1 月 1

日前中国石油共

实施质量升级项

目 57 项

项

2015 环境保护公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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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能源供应更广

我们持续推进跨国天然气管道及国内天然气骨干管网和地下储气库等调峰设施建设。截至目前，

已建成投运 17 座储气库以及 3 个沿海 LNG 接收站，运营天然气管道长度达到 5 万多千米，形成横跨

东西、纵贯南北、连通海外，覆盖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性供气网络，

惠及人口超过 5 亿。

扩展跨国油气输送渠道。2015 年，公司继续推进跨国油气管道建设，中俄东线举行开工仪式，中

俄原油管道二线前期工作有序开展，对于优化我国能源结构、改善大气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完善国内油气骨干管网。2015 年，公司油气骨干管网不断完善，津华、铁锦复线原油管道和沈阳—

长春天然气管道等项目建成投产，西气东输三线东段、锦郑成品油管道建设稳步推进。公司油气调节

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此外，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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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四大战略通道，保障国家能源供应

塔里木气区
235亿立方米

青海气区
69亿立方米

长庆气区
382亿立方米

西南气区
137亿立方米

中国石油主要气区及
四大战略通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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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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米。

中亚天然气管道西起里海旁的土库曼斯坦，穿过乌兹别克斯坦及哈萨克

斯坦，到达中国新疆的霍尔果斯，管道全长 1833 千米，年输气量约为 400

亿立方米。

西南通道

中缅油气管道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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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米。管道初步设计输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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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2798千米

万吨

中哈原油管道年输油能力为 2000 万吨 ,

全长 2798 千米

400

1833 千米

亿立方米

中亚天然气管道年输油能力为 400 亿立方米 ,

全长 1833 千米

2200

2380千米

万吨

中缅油气管道年输油能力为 2200 万吨 ,

全长 2380 千米

1500

970 千米

万吨

中俄原油管道年输油能力为 1500 万吨 ,

全长 970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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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米，在中国境内长

约 900 多千米。俄罗斯通过这条管道每年向中国供应 1500 万吨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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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成了 3 个沿海 LNG 接收站，接卸能力达 1300

万吨 / 年。

1300
万吨

海上能源通道接卸能力达 1300 万吨 / 年 
三个沿海 LNG 接收站

2015 环境保护公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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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天然气供应，保百姓温暖冬季

公司供气范围内天然气用气人口超过 5 亿，遍及中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我们克服天然气消费季节峰谷差大、调峰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因素制约，每年冬季采取多项措施保障

天然气供应，减少供暖季空气污染，改善当地环境质量。

2015 年 11-12 月期间，公司供应天然气 273 亿立方米，同比增加 11.4%，有效保障了冬季天

然气稳定供应。

¤ 加快进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靠岸卸货
¤ 唐山LNG外输气量增长500万立方米
¤ 大连LNG增加1000万立方米
¤ 江苏LNG增加200万立方米
¤ 筹措可供天然气资源692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8.3%

¤ 通过管网重要节点进行内部转供，将资源调至用气最紧张的地区
¤ 加大天然气管网管存由西部向东部转移力度
¤ 2016年1月24日，陕京管道向北京地区日供气量达到历史最高值1.09

亿立方米，华北地区日用气量突破1.66亿立方米
¤ 中亚天然气管道日均输气量需求达到1.14亿立方米以上，创历史新高

¤与中国石化、中国海油
合作，串换保供，缓解
区域市场供需紧张矛盾

国内气田
按最大能力生产

01 调配LNG
02

增加储气库采气
03

优化管网运行，
增加华北管网进气

04 压缩自营企业用气
05

与国内油气企业
沟通串换资源

06

¤ 塔里木油田增产700万立方米/日
¤ 青海油田增产500万立方米/日
¤ 长庆油田增产300万立方米/日

¤ 所属储气库采气增幅181.3%

¤ 保障居民用气
¤ 冬季用气高峰期，宁夏石化等所属企业按低负荷运行，

独山子石化等炼化企业降低用气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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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  看齐绿色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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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量系统优化、自用油替代、伴生气回

收利用等十大节能工程，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大力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有效降低自用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追求经济、社会、

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015 环境保护公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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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污染减排

中国石油全面落实国家“十二五”污染减排目标责任

制，加大污染减排实施及考核力度，持续推进“十大减排

工程”，向结构减排要空间，向工程减排要能力，向管理

减排要潜力，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

2015 年，我们重点实施了 109 项减排措施，包括

89 项工程减排、4 项结构减排和 16 项管理减排措施。污

染减排核查结果显示，2015 年，中国石油共计实现减排

化学需氧量 2901 吨、氨氮 549 吨、二氧化硫 42482 吨、

氮氧化物 30256 吨，四类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与 2014

年相比分别下降 8%、6.2%、27.8% 和 16.4%，环境指

标创历史最好水平，污染减排管理实现从总量控制向总量

和达标双控制转变。

持续加大结构减排力度，向结构减排要空间。
2015 年，关停大港油田热电厂、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泽普石

油化工厂尿素装置、吐哈甲醇厂等一批资源利用率低、污染

重的小装置、小企业，实现京津冀地区油气田及炼化企业“零

燃煤”。

2015 年 与 2014
年相比主要污染
物削减幅度

化学
需氧量

氨氮 二氧
化硫

氮氧
化物

8.0%

6.2%

27.8%

16.4%

0%

5%

10%

15%

20%

25%

30%

电厂脱硫脱硝

减排统计监测与考核体系

油田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改造

循环经济示范

废水达标排放

催化再生烟气脱硫

炼化污水系统优化及资源利用

温室气体控制

清洁燃料替代

废气达标排放

总
量
消
减  

排
放
达
标

十大减排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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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工程减排进度，向工程减排要能力。2015 年实施大气污染治理工程 75 项、污水提标改

造工程 14 项，完成锅炉烟气脱硫改造 13 台、脱硝改造 35 台，完成催化裂化再生烟气二氧化硫治理 4 套。

把环境保护部下达的 20 项废水、22 项废气治理工程全部列入企业领导责任书，严考核、硬兑现。目前，

环境保护部下达的 42 项减排责任书工程已全部建成投运。

2015 年，通过工程减排措施的实施，共减排化学需氧量 2860 吨、氨氮 315 吨、二氧化硫

21854吨、氮氧化物29967吨。

台36
关停或停用

“十二五”

台

燃油气锅炉

台

燃煤锅炉

台12
关停或停用

“十二五”

2015 年结构减排措施

企业 关停装置（单位）名称

大港油田 热电厂 1-3# 锅炉

塔里木油田 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泽普石油化工厂尿素装置

吐哈油田 甲醇厂

大庆炼化 TMP 催化裂化装置

通过结构减排措施的实施，共减排化学需氧量41吨、氨氮234吨、二氧化硫 1064吨、氮氧化

物292吨。

“十二五”期间纳入统计的动力锅炉共 178台，其中燃煤锅炉 134台、燃油气锅炉

44台。截止 2015 年已关停或停用48台，其中燃煤锅炉36台、燃油气锅炉 12台。

2015 环境保护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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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工程减排措施

企业名称 减排工程名称

大庆油田 油田热电厂 4# 机组脱硝工程

大港油田 第一采油厂污水回注综合治理工程

辽河油田 锦采污水处理厂改造工程

大庆石化 腈纶污水处理场完善

吉林石化 污水深度处理项目

吉林燃料乙醇 热电厂脱硝工程

抚顺石化 热电厂老机组脱硫脱硝改造

辽阳石化 热电厂 1# 锅炉脱硝改造

独山子石化 80 万吨催化裂化再生烟气脱硫脱硝改造项目

乌鲁木齐石化 污水处理隔油、气浮 + 生化处理完善

大连石化 350 万吨 / 年重油催化裂化装置烟气脱硫

锦州石化 三催化烟气脱硫

哈尔滨石化 燃煤锅炉烟气脱硫

大庆炼化 180 万吨 / 年 ARGG 装置安装脱硫设施

大港石化 催化裂化装置烟气脱硫

…… ……

加强管理减排深度，向管理减排要潜力。公司持续强化考核追责，

将四项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纳入企业主要负责人绩效考核；注重污染减排过程

控制，开展企业污染减排分类指导，对审核中发现存在突出问题的企业，进行

领导约谈；建成以“三级环境监测、环境应急监测和污染源在线监测”为主要

内容的环境监测网络框架。

管理减排措施

企业名称 减排措施名称

哈尔滨石化 三催化烟气脱硫烟囱旁路封堵

兰州石化 300 万吨 / 年催化脱硫提高脱硫效率

吉林石化 动力二厂 1-4# 锅炉提高脱硫效率

大庆石化 热电厂 4-6# 锅炉提高脱硫效率

辽阳石化 热电厂 1-7# 锅炉提高脱硫效率

兰州石化 化肥厂锅炉提高脱硫效率

独山子石化 热电厂 1-6# 炉提高脱硫效率

乌鲁木齐石化 电厂锅炉提高脱硫效率

宁夏石化 化肥厂锅炉提高脱硫效率

克拉玛依石化 热电厂锅炉提高脱硫效率

…… ……

通过管理减排措施的实施，

共减排二氧化硫

19564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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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污染减排，共建美好家园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部与中国石油签订的《“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责任书》

要求，中国石油突出加大结构减排和工程治理力度，实施重大结构减排措施 25 项，实现

京津冀地区油气田及炼化企业“零燃煤”；实施减排工程 146 项。对照《“十二五”主要

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责任书》，集团公司四项污染物均超额完成减排目标任务，环境保护

部下达的 42 项减排责任书工程全部建成投运。

与“十一五”末相比，2015 年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分别减少排放 5498 吨和 2272 吨，

削减 16.0% 和 16.3%。

化学需氧量 氨氮

“十二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数量统计（吨）

2015 环境保护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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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在 2010 年基础上分别减少排放 100067 吨和 37762 吨，削减 41.3% 和 20.3%。

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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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
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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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72
20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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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68

142379

“十二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数量统计（吨）

12%
10%

20.3%

41.3%

从单位原油产量排放强度来看，“十二五”期间，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等四类污染物的单位原油产量排放强度持续下降，在 2010 年基础上分别下降 31.5%、23.1%、

33.6% 和 28.3%。

单位原油产量排放

强度下降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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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位原油加工量排放强度来看，“十二五”期间，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四类污染

物的单位原油加工量排放强度持续下降，在 2010 年基础上分别下降 27.8%、28.8%、54.8% 和 32.0%。

由于在减排工作中的

优异表现，中国石油及所

属企业多次获得表彰。

单位原油加工量排

放强度下降幅度

0%                  10%                   20%                  30%                  40%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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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能源节约

中国石油响应国家“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的要求，

持续推进“十大节能工程”，在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

条产业链的生产作业中，将节约优先的理念融入到生产

过程中，通过加快节能技术革新，实施炼化能量系统优

化和完善管理制度等举措，努力减少能源消耗，真正实

现以绿色的方式提供清洁能源。

我们努力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

使用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企业。强化节能源头管理，在新建、改（扩）建工程项

目可研阶段，开展项目节能评估；加强生产过程用能管

理，对主要耗能用水装置和设备进行节能监测和评价，

采取“电代油”、“气代油”、太阳能等能源替代措施；

开展节能技术改造，2015 年实施油田机采系统、乙烯裂

解炉节能改造等 54 项节能项目；实施油气田加热炉提效，

开展炼化能量系统优化，形成优化方案 148 项，促进能

效持续改进；持续开展节能标准体系建设，完成 6 项节

能国家标准和石油天然气行业行业标准以及 5 项集团公

司企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2015 年公司实现节能量 116

万吨标准煤，完成年度计划的 145%。

2015 年实施油田机采系统、
乙烯裂解炉节能改造节能项目

54项

2015 年实施油气田加热炉提
效，开展炼化能量系统优化，
形成优化方案

148项

2015 年公司实现节能量 116
万吨标准煤，完成年度计划的

145%

提高设备能效

供热系统优化运行

电动机及电力系统节能

伴生气回收利用

降低油气损耗

能量系统优化

水资源综合利用

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利用

能源计量与监控

自用油替代

持
续
改
进  

提
高
能
效

十大节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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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十二五”下达给集团公司的节能量考核目标为 420 万吨标准煤，

“十二五”期间集团公司累计完成 613 万吨标准煤，完成考核目标的 146%。

辽河油田“十二五”燃料结构调整

自 2011 年“气化辽宁”工程实施以来，

辽河油田积极实施燃料替代工程，采用天

然气替代原油和重油作为注汽锅炉燃料，

有效降低了原油和重油消耗。同时，稳步

推进矿区业务供暖社会化，并自 2014 年

11 月起关停企业自备电厂。与 2010 年相

比，2015 年辽河油田天然气消耗量占能

耗总量的比例上升 47.7 个百分点；原煤

消耗量占比下降 21.9 个百分点。

47.7%

天然气消耗量占比上升

21.9%

原煤消耗量占比下降

“十二五”期间

节能指标完成情况

（万吨标准煤）

613

420

考核目标

累计完成

2015 环境保护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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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能量优化，促节能降耗

为推进炼化能量系统优化工作，公司设立炼化能量系统优化重大科技专项。

研究筛选出先进成熟的炼化节能技术 40 余项，编写了国家标准《炼油生产过程

能量系统优化实施指南》。通过攻关和示范应用，全面建立了炼化能量系统优化技术

体系，填补了公司在该领域技术、人才和软件工具方面的空白，推动了炼化企业物料流、

能量流、信息流的融合。

锦州石化炼油厂能量系统优化实例

·锦州石化 “炼油厂能量系统优化”研究与实施于 2012 年完成。目前正在开展“炼

化企业能源管控中心”建设。

·模型建立。利用先进过程模拟软件建立装置、系统及炼油全流程模拟模型 72 套。

·优化方案制订。从生产方案优化、装置操作优化、换热网络优化、设备效率优化、

装置间热联合、低温热综合利用、蒸汽动力系统优化等方面制订优化方案 50 项。

·优化效果。实施优化方案 24 项，实现节能 3.79 千克标准油 / 吨原油。

一期

二期

集成开发 38 项国际先进的模拟优化技术

建设形成 6 项节能增效突出的标杆工程

开发装置及系统模型 209 套

制订优化方案 230 项

预计全部实施后可实现节能20万吨标准煤 /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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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线“节能节水管理系统”，规范了节水工作流程，实现了节水工作的精细

化管理，为实现水资源科学节约管理提供依据。通过加强用水过程管理，采用污水处

理回用及中水回用等技术和措施，减少新鲜水用量。全年节水 2061 万立方米，完成

年度计划的 122%。

现状调研 数据收集

模型建立

现状评价

优化机会
识别

优化方案
制订与论证

优化效果
维持

优化方案
实施

炼油厂能量系统

优化主要步骤

122%2061
万立方米

全年节水 完成年度计划的

2015 环境保护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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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代油

公司大力推广“电代油”钻机的规模应用，减少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我们在新疆油田利用高效热力聚光太阳能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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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有 500 台天然气锅炉的稠油油田，使用太阳能来供应热力蒸汽，每天则可节省 1400 万立方米

的天然气，一年将节省 42 亿立方米。在 25 年运行周期中总计节省 105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相当于为国家

新增一个大型天然气田。

节约能源，从我做起

我们在向社会提供清洁油品的同时，更加注重自身用能结构的优化。与 2010 年相比，2015 年公

司天然气消耗量占总能耗的比例上升 7 个百分点；原煤消耗量占比下降 4.8 个百分点。我们还关注生

产运营中的碳排放和碳足迹，在华北油田、塔里木油田等条件成熟地区，利用地热和太阳能等可再生

能源作为生产自用能，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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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以来，以边远零散井、试

采井及站厂火炬等放空为重点，以

系列化、标准化、一体化橇装设备

为主要手段，不断提升工艺技术，

持续推进长庆油田、塔里木油田和

西南油气田的伴生气回收与利用。

截至 2015 年年底，累计回收放空

气 43.9 亿立方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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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环保  助推绿色发展

低碳与发展并不矛盾，环保与生产可以兼顾。作为负责任的

能源公司，我们主动适应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严格按照中国

政府温室气体减排有关要求，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

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作为油气行业气候倡议组织（OGCI）成员

公司，我们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努力改变能源生产方式，坚持以绿色的方式提供绿色清洁能源，

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2015 环境保护公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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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非常规天然气

随着常规油气资源的日渐减少，我们加大了致密气、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

源勘探开发力度，致密气、煤层气实现了规模化发展，页岩气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致密气

我们成立了中国国家能源致密油气研发中心，努力提高致密气开发效益，转变开发方式，

向大井丛、多井型、工厂化作业、多层系立体开发转变，2015 年致密气产量达到 270.2 亿

立方米，占公司国内天然气总产量的 28.3%。

煤层气

我们加快煤层气产业基地建设，推进规模开发，建立了中国最先进的煤层气实验室，国

内最大的保德中低阶煤层气田建成投产，煤层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技术专项

支撑了沁水、鄂东两大煤层气示范区储量增长和规模开发，2015 年，公司商品煤层气产量

17.6 亿立方米。

页岩气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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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质认识、开发技术、组织管理等方面

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水平井单井成本下降，产量大幅提升，截至 2015 年底建成配套产能

28 亿立方米 / 年，2015 年生产页岩气 13 亿立方米。

2015 年，非常规天然气

占公司国内天然气产量比重 占公司国内天然气产量比重 占公司国内天然气产量比重

28.3% 1.84% 1.36%
致密气产量                 

270.2 亿立方米

商品煤层气产量                  

17.6 亿立方米

商品页岩气产量                  

13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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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年底，吉林油田全产业链 CCUS 基地累计实现二氧化碳封存 94 万吨

  推进CCUS工程化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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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二氧化碳驱油与埋

存、咸水层和油藏碳封存潜力评估、自备电厂烟道气二氧化碳捕集等重要碳减排技术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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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通过国家验收；在

吉林油田建成国内首个二氧化碳分离、捕集和驱油等全产业链 CCUS 基地。与 GE 公司签署技术与

研发合作谅解备忘录，在二氧化碳捕集、埋存与利用，低碳、环保技术等领域进一步合作。

2 2

2

22

中国石油的 CCUS 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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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构建低碳能源体系

生物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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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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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热能

在华北、辽河、新疆等油田开展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发挥技术优势，携手肯尼亚能源与石油部共

同开发当地地热资源。

  有序发展利用新能源

发展替代能源、绿色能源既是一种责任和趋势，也是打造“绿色、国际、可持续中国石油”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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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能、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并将积极探索地浸铀矿、天然气水合物等资源开发利用，切实发挥新能源在构建可持续

能源供应体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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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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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千瓦发电机组现场调试。

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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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吉林等油田中，应用光伏发电技术为油井供能；在北

京销售建成全太阳能加油站。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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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warmly congratulates the COP21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is a common 
challeng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 

Green carbon is the only way 
for the energy revolution !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 is a an integrated 

international energy company with businesses and operations 

covering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 production, oilfield services, 

surface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manufacturing of prospecting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capital management, finance and 

insurance services,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resources, 

biomass energy and other renewable energies. CNPC holds the 

third place in PIW's Top 50 Largest Oil Companies and  4th of 

Fortune's Global 500 in 2015.

CNPC has lauched the Green Development Action Plan, and will 

always adhere to produce clean energy in green way, as well as 

endeavoring to creat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harmony.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our website

Address: No. 9 Dongzhimen North Street,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Zip: 100007

Website：www.cnpc.com.cn

Email：csr@cnpc.com.cn

This brochure used recycling paper and printed by UV environment friendly ink.

CNPC has won the China 

Green Carbon Model Award 

for f ive consecut ive years 

because of its excellent green 

carbon performance.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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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Yilin

Chairman,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More  

In 2014, CNPC domestic natural gas sales volume is 119.5 
billion cubic meter, accounting for 70% of the domestic 
market share, increased by 78.6% compared to 2010.

Better  
CNPC domestic refined oil sales volume is 117 million 
tons in 2014, accounting for 40% of China's market share.

Broader  
In 2014, the length of the CNPC operation natural gas 
pipeline has reached 51,000 km, accounting for 78% of the 
total pipeline length of China, benefiting 500 million of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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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ast 
gas project

Gasoline and diesel 
quality reached 
National III in 2012

Over 51,000 kilometer operation 
natural gas pipeline, accounting for 

78% of the total length of China

Covering 29 provinces and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benefiting 

over 500 million of people

Gasoline and diesel 
quality will reach 
National V by 2017

Gasoline quality 
reached National IV 
in the end of 2013

Diesel quality 
reached National IV 
in the end of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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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according to 1 hectare broad leaved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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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0

We

Agree with limiting global temperature rise to 

2 degree Celsius ;

Committed to green carbon development ;

Participate in sharing of greenhouse gas 

control practice .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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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 9 号
邮       编：100007
网       址：www.cnpc.com.cn
电子邮箱：csr@cnp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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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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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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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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中国历年天然气消费
占一次能源比重（%）

中国石油历年天然气
销售量（亿立方米）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7

6

5

4

3

2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硫含量≤ 150ppm

硫含量≤ 50ppm

硫含量≤ 10ppm

  扎实开展低碳绿色行动

作为油气行业气候倡议组织（OGCI）成员公司，我们坚持以绿色的方式生产清洁能源，以绿色的

行动助力持续发展，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清洁能源，强化低碳科技攻关，增加碳汇等多种途径，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为实现“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 2℃以内”的全球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我们支持

《巴黎协定》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 － 2020 年）》

我们

 参加了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认同巴黎气候大会提出的“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 2℃以内”的目标

 致力于绿色低碳发展

 积极与社会共享温室气体控制实践

 响应油气行业气候倡议（OGCI）

2015 环境保护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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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COP21 大会。我们参加了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介绍了公司低碳发展战略，以及

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生物质能源和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等方面的进展，得到了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的肯定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认可。巴黎气候协定的最终达成，标志着清洁能源的开发将

提速。同时，全球性碳评估标准体系将建成。我们将按照中国政府的承诺进行碳减排，按照国际惯例进行

碳盘查与报告。

构建 OGCI 伙伴。公司加入 OGCI 后，与其他成员企业合力探寻提高能效的路径、寻找天然气的最

佳利用模式、研究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技术，希望能够为世界的低碳转型贡献力量。

OGCI 成员企业

什么是OGCI ？

OGCI 全称为油气行业气候倡议组织，旨在成为卓越的减缓气候变化可

行性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它的前身是 2014 年 1 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数个首席执行官之间的对话机制。2014 年 9 月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宣布成立

OGCI 时共有 7 个成员企业，在其成立后的第一年扩大至 10 个成员企业，这

十大巨头的油气产量占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近 20%，供应全球近 10% 的

能源。

2015 年，OGCI 发表共同宣言，支持在 COP21 期间缔结切实有效的气

候协议。在此次联合声明中， OGCI 的 10 个成员企业表示：“我们的共同目

标是未来将气温升幅控制在 2℃，这对整个社会而言是一项挑战。我们已做好

准备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未来几年内将加大行动力度及投资，以降低全球能源

结构的碳密度，并在多领域展开合作，以求齐心协力，事半功倍。”该组织的

成员企业采取了一系列减少碳足迹的重大行动，近 10 年所有营运活动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减少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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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CCUS 联盟运作。为主动

应对能源需求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重

大挑战，在国家科技部社发司、创新办的指

导下，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华能集团和国

电集团等作为理事长单位牵头，汇集国内

CCUS 领域具有一流研发实力的企业、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整合及协调各方科研力量

和产业资源，建立了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

存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此联盟的成立填补了国内 CCUS 领域

无统一组织这一空白，能更好地实现 CCUS

领域“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

险共担”的发展理念，通过联盟带动产学研

合作，引领我国 CCUS 技术进步。

OGCI 2016 年启动的合作项目

1   CCUS 项目

低碳经济下 CCUS 商业化方案；

低成本 CCUS 技术优选清单；

主要碳市场二氧化碳封存能力评估。

2   甲烷 / 天然气减排作用项目

全球油气行业甲烷逸散数据收集；

天然气全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影响评估；

低成本甲烷探测技术及装备开发与应用。

3    低排放路线图项目

为 OGCI 成员制订可用关键业绩指标（KPIs）衡量的温室气体减排路线图。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China Technology Strategic Alliance for CO2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Technology Innovation (CTSA-CCUS)

2015 环境保护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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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社会低碳行动。我们致力于碳市场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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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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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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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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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完成国内最大单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交易，

交易量达 506125 吨。

近期（2011-2015 年）任务：

 关键技术研发、集成、中试和示范，建立产学研一体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期（2016-2020 年）任务： 

进行中、大规模 CCUS 全流程示范，形成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研究团队和核心技术。

远期（2021-2030 年）任务： 

建立产业化 CCUS 设计、建设与运营能力，形成国内外 CCUS 产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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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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造规模林业碳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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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我们共投入 14899.09 万元公益绿化资金，植树超过百万株。在长庆油田，携手当地政府联合开

展庆阳碳汇林基地建设工程项目，2008 年实施以来已完成碳汇林 10 余万亩。

什么是林业碳汇？

碳汇是指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林业碳汇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有效措施之一，主

要指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等林业措施，借助树木等植物的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

以生物量的形式固定在树林和土壤中的过程。

2013 年，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的清洁发

展机制项目在联合国成功注册，年预计可售出

40 万吨二氧化碳减排量，实现环境与经济双重

效益。

1000
万吨

400
万吨

积极参与碳排放交易，助推绿色可持续发展

作为参与国际碳排放交易的首个中资企业，中国石油 2010 年即在伦敦建立碳排放交易团队，

一直活跃在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2013 年 6 月 18 日，这个团队以广东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

司在深圳环交所完成首单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交易为标志，开启国内碳交易之先河。

2013 年 11 月，在北京环境交易所启动碳排放交易之际，中国石油国际事业公司完成了国内

首单 CCER 交易，积极推动我国培育发展环保市场体系，成为中国石油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的又一

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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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植树487.12万株。

2013年    植树70万株。

以建设碳汇林的方式，承担北京“平原造林工程” 200亩造林

绿化任务。

和国家林业局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绿色碳汇基金

会”，并助力中国林业碳汇发展。

与国家林业局和7省（市）联合，启动

碳汇林建设项目。

2008年  

2010年

2012年

2015年   投入14899.09万元公益绿化资金，植树超过百万株。

内蒙古

10万亩

云南

40万亩

四川

20万亩

陕西

10万亩

湖南

10万亩

湖北武汉

10000万亩

广东龙川

3000万亩
广东汕头

3000万亩

绿色碳基金能源林基地项目

绿色碳基金中国石油碳汇林项目

甘肃定西

2000万亩

甘肃庆阳

2000万亩

黑龙江泽普

8000万亩

北京

2300万亩

河北定州

2000万亩

河北

5万亩

安徽

5万亩

浙江临安

70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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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之手  托起绿色重任

作为国内最重要的能源供应企业，我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主动将决策和活动对环境的

影响纳入整体考虑，强化目标责任考核，加强环保监督管理，严

格环境风险防控，注重环保科技创新，努力将生产运营对环境的

影响降到最低，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2015 年，公司未发

生重大及以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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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目标责任考核

我们严格执行《“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书》，通过明确任务、落实责任、深化措施，

确保污染减排目标任务按期完成；

公司主要领导与各企业总经理、党委书记签订安全环保责任书，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失职追责，建立主要领导参加重要安全环保活动和安全环保与生产经营同部署、同检查、同考

核的工作机制；

我们严格执行集团公司《生产安全事故与环境事件责任人员行政处分规定》，建立事故诫

勉谈话、环境风险约谈和事故升级调查制度，加大问责力度，严肃责任追究；

我们制订实施《员工安全环保履职考评管理办法》和《领导干部安全环保履职能力评估工

作实施指南》，全面推进安全环保履职能力评估考核，层次清晰、分级负责、覆盖全员的安全

环保管理体系日益建立健全。

对员工在岗期间履行安全环保职责情况进

行测评，测评结果纳入业绩考核内容

安全环保履职考评内容

安全环保履职考核 安全环保履职能力评估

对转岗调岗员工是否具备相应岗位所要求

的安全环保能力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作为

上岗考察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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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环保监督管理

组建集团公司安全环保监督中心，积极履行“督导、督查、督办”职能定位，进一步完善安全环

保监管体系；成立了集团公司污染减排核查核算中心，对国家和集团公司污染减排重点工程进展进行

月调度，对企业污染减排措施和效果每年进行两次核查，对未完成污染减排任务企业进行领导业绩考

核扣分；污染源在线监控中心施行 24 小时监控和不定期现场核查，及时发现企业超标行为，预警超

标现象；

持续开展污染减排专项审核，对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并督办整改；

2015 年，我们探索性地开展了抚顺石化、长庆油田、西南油气田龙王庙项目等三个专项技术诊

断和管理评估，发现了企业在安全环保管理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并从技术上对存在的风险进行深

入分析，取得良好效果；

制订《集团公司 2015 年节能减排降本增效实施方案》，对年度节能目标和重点任务进行分解细化，

落实到了相关责任单位。完善节能标准体系，继续强化建设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工作，中俄原油管道二

线工程等 4 个项目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节能评估审查批复。

  严格环境风险防控

我们立足于“防大风险、除大隐患、确保不发生大事故”，以合法合规为重点，以环境监测为基础，

以检查审核为手段，将环境保护风险管理关口前移，初步建立风险分类分级、责任上下衔接、措施相

互配套的风险防控机制网络。

分层管理
分级防控

事故事件升级管理

事故经验教训分享

责任人问责升级处理 严格事故责任追究

2015 环境保护公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43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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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环保风险全面受控。

全生命周期生态环境管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我们致力于减少和消除生产运营可能给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带来的潜在影响，积极预防并努

力修复因生产运营和自身活动造成的环境影响。实施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生态环境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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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我们全面排查整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并通过降噪、减排等多种方式减少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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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生物多样性。

梳理分析确定了公司面临的“六大环保风险”，并研究制订了针对性的管控方案，

组织主要生产经营单位辨识企业级风险，逐级落实管控措施。

环保六大风险

生物多样性破坏

油气泄漏污染

放射源失控
环保违法违规

污染物超标排放

安全事故次生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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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立了安全、及时、有效的污染综合预防与控制体系，开展环境风险评估，采取必要的预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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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前 根据作业现场情况制订详细可行的环境保护计划

施工中

施工后

监督检查环境保护计划的实施情况，发现问题或隐患限期整改

生态恢复

三级污染防控体系减少水体污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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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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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可能发生的较大环

境污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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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预防
控制体系

三级预防
控制体系

二级预防
控制体系

 勘探开发  油气储运  炼油化工

 全过程环境管理

环境
管理 评估

设计 施工 投产 验收

生态保护 监测治理 生态恢复

项目
建设

 多级风险防控

 销售和贸易  工程技术服务

全产业链全过程生态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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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持续加强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完成废水和废气在线监测设备安装和数据联网，实现重点污染源排

放实时监控和预警，加大对企业的监督考核，建成以“三级环境监测、环境应急监测和污染源在线监测”

为主要内容的环境监测网络框架，确保源头治理和过程控制。

“互联网 +”环境监测：让污染无处遁形

我们积极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建立完善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实现生态环境数据

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我们建成的污染源在线监测

系统具备 6 大模块 45 项功能，可以实时准确监控、

统计、分析各监测点排污数据，实时监控重点污染

源污染物排放情况，评估环保设施运行效果，实现

超标报警的数据采集分析。截至 2015 年年底，中

国石油共有 295 个重点监测点实现联网，涵盖了国

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中所有废水和废气排放口。联

网监测点分布在 13 个省（市、自治区）的 11 个油

气田企业、23 个炼化企业、3 个装备制造企业。

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平台在事故状态下可以转

换成环境应急监测与决策支持平台，接收、分析和

处理现场应急监测数据、事故现场的视频图像和气

象条件等信息，集 GIS 空间分析、污染物迁移转化

模拟、环境预警、决策会商等功能于一体。

2015 年，总部实现数据传输量 2100 余万个。

集团公司基于“互联网 +”的大数据库管理基础系

统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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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个集团级 VOCs 管控系统

制订《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建成集团公司 VOCs 综合管控信息平台。在华北石

化、大港石化开展 VOCs 综合管控试点，建立国内首个炼化企业全口径 VOCs 源分类排放清单、

排放量核算方法和软件模型。

9

8

7

6

1

2

3

4

5

中国石油环境监测总站1

大庆油田环境监测中心站2

吉林石化环境监测站3

辽河油田环境监测中心站4

长庆油田环境监测站5

川庆钻探安全环保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6

7

青海油田环境监测中心站8

独山子石化环境监测站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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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不容辞！中国石油积极参与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抢险

大港石化抢险队逆火步行 2 千米第一时间赴现场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抢险队破拆集装箱

先后派出百人抢险

团队，完成集装箱

和罐体安全破拆、

危险气瓶处置、钢

结构厂房切割、干

燥气体清洗和无人

机航拍技术支持等

抢险任务

组织专业抢险队伍

先后三次进入事故

现场，排查爆炸事

故面积3.5万平方

米，清理固体氰化

钠70千克

抽调多名专家深入

爆炸核心区，及时

组织调运1700千克

石蜡油，参与现场

遗留危化物鉴别和

处置

做好现场罐车残骸

内危化品清理，组

织油田医院紧急救

治事故伤员、配送

急需医疗物资

所属加油站开通救

援车辆绿色加油通

道，为救援官兵和

民众免费发放食品

和矿泉水

派出应急专家到事

故核心区核实险情，

向国家相关部委提

出污水处理和应急

监测方面的建设性

意见

中国石油
天然气管道局

抚顺石化 大港石化 大港油田 天津销售
安全环保
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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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发来感谢信，对中国石油等单位抢险救援人员积极参与天津港“8·12”事故救

援工作表达了感谢，感谢信写道：“管道局、抚顺石化等单位的清理处置工作，为有效防止次生事故发生、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向中国石油集团和有关企业及参战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

崇高敬意。”

抚顺石化抢险队员清理氰化钠

大港油田抢险队员用非金属桶清理碳酸二乙酯残液 中国石油环保专家提出污水处理方案，当好应急工作智囊

救援人员进行管线开孔

2015 环境保护公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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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环保科技创新

中国石油始终注重强化科技创新，加大环保技术研发，将科学作为环境保护的抓手，把技术作为低碳发

展的支撑。

“十二五”期间，我们按照“布局合理、方向明确、设施先进、资源共享、高效运行”建设原则，以有效支撑、

保障快速提升原始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为目标，以开展应用基础研究、重大关键技术攻关、技术集成配套

及产业化提供良好的实（试）验条件为重点，建设和完善了多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点实验室和试验基地，

取得一大批标志性成果，一批新技术实现规模化应用，一批超前储备技术获重要进展，创新、支撑能力大幅提升。

重点实验室与试验基地

国家级实验室与研究中心 集团公司重点实验室 / 试验基地

石油石化污染物控制与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非常规油气重点实验室

煤层气开发利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煤层气开采先导试验基地

国家能源页岩气研发 ( 实验 ) 中心 二氧化碳驱油与埋存试验基地

国家能源液化天然气技术研发中心 清洁燃料重点实验室

国家能源致密油气研发中心 天然气质量控制和能量计量重点实验室

重大技术成果

重大核心配套技术 重大攻关及超前储备技术

致密气勘探开发技术 3500 米以浅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

高煤阶煤层气勘探开发技术 绿色低碳导向的高效炼油过程技术

二氧化碳驱油及埋存技术（CCUS 技术） 航空生物燃料生产新技术

低碳关键技术 非常规油气测井解释评价技术

国 IV/ V 标准清洁汽油生产成套技术 第三代大输量天然气管道工程技术

国 IV/ V 标准清洁柴油生产成套技术 27 万立方米全容式 LNG 储罐建设技术

炼化能量系统优化技术 

大型天然气液化及接收站建设运行技术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长庆油田分公司等单位联合研发的“5,000 万吨级特低渗透—致密油气田勘探开发与重大理论技术创

新”成果开创了中国非常规油气田低成本开发之路，为国内超过 200 亿吨特低渗透—致密油和 21 万亿立

方米致密气资源的规模有效开发，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储备和低成本开发模式，获得 2015 年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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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凭借在国家油品质量升级中的贡献，“满足国家第四阶段汽车排放标准的清洁汽油生产成套技术

开发与应用”荣获 2015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催化裂化汽油选择性加氢脱硫

（DSO）技术

催化裂化汽油选择性脱硫加氢

改质（GARDES）技术

超低硫柴油加氢精制（ P H F ）

技术

劣质柴油加氢精制（FDS）技术

柴油质量升级技术主要包括汽油质量升级技术主要包括

积极加大污染治理技术创新

“石油石化污染物控制与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将在石油石化污水处理与回用、固体

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与回收和场地污染风险防控与修复四个方向，形成多项特色领

先技术和成果。大港石化的“炼油化工高浓度有机废水及碱渣处理技术”工艺包，彻底解决碱渣废水

治理难题。长庆油田含油污泥微生物处理技术及其配套体系，每年可减少约 2.3 万吨的油泥产生。

中国石油低碳技术概念图

此图集中展示了中国石油利用二氧化碳埋存与驱油技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与资源利用，利用废弃

物资源化技术，将废弃油泥制成型煤，将钻井泥浆压制免烧砖，以及利用催化裂化烟气脱硫脱硝技术

大幅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等，体现了中国石油积极倡导和践行创新、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含 CO2 天然气井

CO2 注入系统

废弃泥浆资源化

采出液集输处理系统循环注气系统

油泥资源化

脱硫脱硝系统

计量间

注入井

水
油

CO2

净化厂 CO2 捕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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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低碳技术 引领绿色发展

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抢占低碳发展制高点，“十二五”期间集团公司专门设立了低

碳关键技术等系列重大科技专项，围绕“节能与提效、减排与废物资源化、战略与标准”三个

领域，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联合中国石油内外部 40 余家优势力量，组成 600 余人“产学研用”

一体化攻关团队，经 5 年多攻关，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技术创新和示范效果，有力地支撑了中国

石油低碳可持续发展。

污泥减排

18 万吨
节水

1875 万

立方米

化学需氧量

减排

256 吨

二氧化碳

减排

113 万吨

集团公司
低碳重大科技
专项成果

截至 2015 年，低碳
重大科技专项共支撑

建成 30 项节能减排

先导试验工程和示范
工程。

节能

44 万吨

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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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成果丰硕

支撑建成 30 项节能减排先导试验工程和示范工程。总体上，专项技术应用节电 8392 万千瓦

时，节气 8414 万立方米，节水 1875 万立方米，节油 1.6 万吨，减排污泥 18 万吨，减排化学需氧

量 256 吨，减排二氧化碳 113 万吨。其中，自主研发抽油机多节点动态控制、不加热集输等关键

技术和等壁厚定子螺杆泵等核心装备，使示范区能耗降低 10% 至 40%，系统效率提升 3% 至 5%；

自主研制的第二代长输管道纳米降凝剂及配套工艺技术，使试验的管道综合能耗降低 10%，攻克

了含蜡原油改性输送的世界性技术难题，独享 2013 年里约第九届全球管道奖。

专项软科学研究收获累累硕果

制订了公司低碳管理和技术发展路线图，搭建了公司绿色发展战略支撑基础平台；首次建立

了较完善的低碳技术和管理评价系列指标体系，支撑了公司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参与应对气候

变化政策制订并承担了国际标准制订；为中国石油承办多哈气候大会“中国角”活动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术支持，提升了公司在低碳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重要相关技术

二氧化碳驱油技术

生物质能开发

煤层气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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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基烯烃

地热能利用

能量系统优化

放空气回收

相关技术 政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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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技术创新引领战略新兴产业

作为中国最大的能源企业之一，中国石油始终秉承绿色发展的战略理念。绿色发展突出体现在“以

绿色的方式生产清洁能源”，大力发展低碳经济，而对非常规能源和新能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则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

航空生物燃料生产新技术

航空生物燃料无芳无硫，燃烧热值高，调和性能好，是未来石油基航空燃料最具潜力的替代品之一。

“十二五”以来，毛油精炼、加氢脱氧和加氢裂化 / 异构化等航空生物燃料核心技术取得阶段性进展，

加氢脱氧和加氢异构催化剂小试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同类先进水平，为建设万吨级航空生物燃料生产示范

装置提供了技术支撑；建立了航空生物燃料基础数据库和全生命周期分析模型，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将进一步提升加氢催化剂性能，并形成万吨级航空生物燃料生产成套技术工

艺包，开展工业试验，加速中国石油生物能源业务发展，推进我国航空生物燃料产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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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秸秆生产燃料乙醇关键技术

“十二五”期间，中国石油针对以秸秆等

非粮原料生产燃料乙醇开展了相关研究。2012

年 8 月，设立“玉米秸秆生产燃料乙醇关键技术

开发”专项，目的是突破玉米秸秆生产乙醇工艺

中的技术瓶颈，提高过程经济性，形成具有行业

竞争力、环境友好的产业化技术。通过多年研究，

中国石油开发了低能耗、高效溶剂—表面活性剂

玉米秸秆纤维素乙醇预处理技术，构建获得能够

有效利用木糖并且产生较少木糖醇的酵母工程菌

株，实现了预处理和混合糖发酵的有效衔接。本

技术的开发成功可为中国石油发展第二代燃料乙

醇产业提供技术支撑。

地热开采与综合利用技术

建立了油区地热资源评价方法、参数体系

和地热田经济评估模型，评价了大庆、辽河和

华北三大油区地热资源潜力，制订了油区地热

发展战略，为油区地热资源综合利用提供了理

论技术支撑。初步形成了地热水回灌循环利用、

地热井产能评价、高温地热井漏失层位固井、

高温地热井钻完井、高温地热发电等关键技术，

研制了地热井长效高温测试装备，完善了高温

地热井存储式随钻测试工艺技术，在辽河、大

庆、华北等油区地热综合利用示范及肯尼亚高

温地热开发现场试验应用效果显著，初步形成了地热开发综合利用的产业链，引领了集团公司地热开发利用，

对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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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为先  同建绿色家园

行动是对承诺的最好诠释。清洁利用、自身约束、科技护航、

社会参与……作为重要的能源企业，中国石油绿色行动的每一个

足迹，都掷地有声，都全力以赴，只为营造低碳环保氛围，寻找

绿色发展机遇，只为以绿色的方式提供绿色清洁能源，为碧水蓝

天尽一份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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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环保行动

阅兵蓝——中国石油全力以赴

为做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空气质量保障工作，

我们建立了阅兵式期间空气质量保障实时指挥体系，制订了“阅兵式期间空气质量保障工作方

案”及“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预案”，将保障任务细化到每台锅炉、每个生产作业区、每条生

产线和每个站库。同时，集团公司污染源在线监测中心采取 24 小时值班制度，严密监控污染

物排放。

在京津冀地区的油田和炼化企业已实现工业锅炉“零燃煤”的基础上，华北石化、大港石

化降低了全厂生产负荷，催化烟气全部完成脱硫改造，二氧化硫排放减少 30% 以上。两家企

业还系统开展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管控措施，建立了泄漏检测与修复 (LDAR) 体系，并完成了

第一轮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呼和浩特石化有序开展了停工检修。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7 省（市）销售企业严格按照各地方政府要求，重点落实好油气回收治

理和成品油质量控制工作，组织开展库站油气回收专项检查。北京东城区等 9 个区 82 座加油

站部分时段或全日停业。河北销售 1101 座加油站和天津销售 199 座销售汽油的加油站全部

完成油气回收改造并确保正常使用。

大港油田、华北油田、冀东油田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关于保障阅兵式期间空气质量工作要求，

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责任落实，各油田生产加热炉停运率达 50% 以上。同时，各油田加强道

路扬尘控制和交通管理，增加了路面洒水次数。

阅兵前夕，集团公司空气质量保障工作巡查小组对京津冀及周边 7 省（市）的油气田、炼化、

销售企业开展现场检查，对 6 个油气田和炼化企业做到了全覆盖，对大港石化、华北石化实施

驻厂监督。同时，检查了 111 座加油站和 1 座油库的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管理情况，对重点城

市做到了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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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 20 日起，北京市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连续 15 天达到一级优水平。特别是 9 月 3

日阅兵期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 8 微克。这一来之不易的数据，离不开包括中国石油在内

的众多央企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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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美丽中国——我们的绿色行动掠影

水资源管理

我们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贯穿到生产运营各个环节。2015 年通过

加强用水过程管理，采用污水处理回用及中水回用等技术和措施，减少新鲜水用量。

全产业链水资源管理

勘探开发： 在油气开发活动中，我们坚持防控水污染和水循环利用并重。回收的污水经油水分离和

过滤处理后，实现油回收、水回注，避免对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截至 2015 年年底，各油气田采油

污水的处理率达到 97.7% 以上。

开展水系统维修改造，提高水质达标率、优化运行方案、改造污水外排处理工艺，减少采出水外排

量，推广水处理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地节约用水。2015 年，公司油田采油污水的水质综合达标率

为 94.08%，外排水量比上年减少 30%。

管道运营： 重点管理工程施工建设对水资源的影响以及运营中的泄漏事故风险。开展包括水环境在

内的环境影响评估，将节水、保护水资源的理念融入施工活动。

炼油化工： 推行清洁生产工艺，从源头节水，优化用水系统，提高用水效率；提高循环水浓缩倍数，

减少补充水量；加强蒸汽凝结水回收，实现节水；重视污水处理与回用，减少污水排放、提高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加强地下水管网测漏堵漏，降低地下水漏失率。

工程修复与土地恢复

我们实施作业时，按照节约集约的用地

要求，在油气勘探开发、管道建设及炼油化

工等建设项目前期，优化项目平面方案设计，

努力减少土地占用。针对新增加油（气）站，

我们合理布局站场，最大限度提高土地使用

率。对于项目需要占用耕地、林地，或因管

道敷设对地上附着物产生影响的情况，我们

在给予合理补偿的前提下，积极采用先进技

术，实现土地复垦。

土地利用
管理原则

依法取得，

规范使用土地

有效盘活，

合理处置土地

加强监督，

维护土地权益

统筹规划，

节约集约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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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油田英台采油厂针对历史形成的采油和湿地保护矛盾，制订《英东作业区地况现状及湿地恢复工

程规划方案》，计划用两年时间将 332 口老井场所占的 120 万平方米裸露地进行植被恢复。截至 2015 年，

第一期示范工程已结束，恢复植被面积 33.36 万平方米。治理后的老井场栽种的小叶樟格外葱绿。

废弃物及污染物管理

我们严格监控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污染物排放，加强废弃物管理，减少污染物排放。2015 年公司

进行污染减排专项审核，对审核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整改。

2015 年底国家考核污染减排工程全部建成投运，京津冀油气田及炼化企业锅炉实现“零燃煤”。系

统开展 VOCs 排放综合管控，完成炼化企业 VOCs 综合管控信息平台建设，全面开展加油站改造和油气

回收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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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作业带农田恢复

  共建生态环境

我们积极预防并努力修复因生产运营和自身活动造成的环境影响。2015 年全面排查整改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问题；严格评估进入敏感区域的项目，并通过降噪、减排等多种方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做好水土保护、植被恢复，努力恢复作业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缅管道的“绿色挚爱”

▲中缅油气管道水土保持批复估算总投资 8.86 亿元，实际投资 12.27 亿元，增加投资 3.41 亿元。

其中，为确保管道本质安全和工程建设施工过程的安全，提高相应的防护标准，用浆砌石挡水墙、排

水沟代替部分草袋素土、干砌石防护和土质排水沟，仅工程措施就增加 7958.93 万元，全面提升了

水土保持工程设施的安全性。

米坦格河桁架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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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跨越大桥如一道彩虹飞架在澜沧江两岸

中缅油气管道工程国内段荣获国家水土保持生态

文明工程

▲中缅油气管道设计扰动土地面积 7495 公顷，实际

扰动面积 5761 公顷，减少土地扰动面积 1734 公顷。其

中，通过并行管技术，作业带宽度分别减少 2~8 米，占

地面积较方案设计减少 363 公顷。施工中尽量选择地方

乡村道路进场，伴行路大部分沿用地方乡村道路，道路工

程区用地减少 886 公顷。隧道大多采用单口掘进，弃渣

场数量比设计方案减少 102 处，弃渣场区减少 103 公顷。

取土场区减少 60 公顷。

▲水利部竣工验收结果：中缅油气管道（国内段）

项目（一期）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及布局总体合理，各项水

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并超过国家标准。其中，扰动土地整

治率达到 97.84%，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7.5%，土壤

流失控制比为 0.85，拦渣率达到 99.83%，林草植被恢

复率达到 98.25%，林草覆盖率达到 30.67%。各项水土

保持设施运行正常，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功能，得到了

沿线各级地方政府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水利部竣工验收结果：在中缅油气管道（国内段）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

项防治措施，实施了护坡工程、拦挡工程、截排水工程、

土地整治、植被恢复等措施。实际完成浆砌石 288.32 万

立方米、混凝土 3.62 万立方米、草袋素土 5.54 万立方米、

石笼防护 0.67 万立方米、干砌石 0.18 万立方米，恢复

耕地 1865.45 公顷，恢复梯田 799.68 公顷，土地整治

3744.95 公顷。植物措施面积 1651.03 公顷，其中乔木

74.12 万株、灌木 1314.15 万株，植草 1423.49 公顷。

随着中缅天然气管道的建成投产，每年将有 120 亿

立方米天然气造福缅甸和我国西南地区，上亿中缅民众

受益，每年可替代煤炭 3072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等排放

5283 多万吨。在管道沿线，中缅两国人民的生活环境将

更加纯净自然，民众的幸福指数将得到提升。这条管线留

给大地的是绿色，留给人民的是福祉，留给国家的是力量，

留给历史的是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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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漠大线：绿色管道再架中俄友谊桥梁

这是一条跨国原油管道，连结着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

这是我国原油进口通道，中国四大能源战略通道之一；

这是世界管道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穿越极寒之地、永冻土和大兴安岭森林地区，在白山黑水

间挑战着世界管道工程建设的种种极限；

这是中国石油的承诺与要求：必须把这条管道建设成为绿色环保管道，各项要求和技术指标必

须达到国际标准！

为了确保这个目标的实现，中国石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科技力量，采取多项有效措

施保护沿线重点自然保护区等特殊敏感区域。

环保设施投资 3.63 亿元，占总投资的 5.50％；水土保持设施投资

1.07 亿元，占总投资的 1.62％。

管道建设者把 28

米宽的作业带减至 18

米至 20 米，减少用地

8210 亩；穿越 5 个自

然保护区和众多河流，

没有带来任何污染。

3.63
亿元

1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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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做好水土保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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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扰动土地整治率达 98.8％，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 98.7％，拦渣率

达 99％，土壤流失控制比 0.86，林草植被恢复率达 97.6％，林草覆盖率 48.8％。

投入 1910 万元专项补偿资金，用于边境水域鱼类增殖站建设和相关技术研究。

经过连续 3 年努力，地方渔业部门江鳕人工繁殖技术获成功，共孵化出江鳕鱼苗 228

万尾，放流细鳞鱼、哲罗鱼、鲟鳇鱼等 52.5 万尾。目前，两座增殖放流站已建成，

今后每年将放流 20 万尾至 50 万尾冷水鱼。

2014 年漠大线水土保持、环境保护、安全设施和职业卫生防护全部通过国家主

管部门验收。

1.69
万亩

19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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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最美公路”——塔里木沙漠公路

由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出资建设、维护的塔里木沙漠公路穿越流动沙漠段 446 千米，是全球流

动大沙漠中修建的第一条等级公路。为减少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塔里木油田在公路周边种植梭梭和沙

拐枣等防风固沙灌木 2000 多万株，沿线设置了 108 座水井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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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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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开发与保护同步，中国石油海外环保工作纪实

安第斯项目保护当地热带雨林作业环境

拉美公司厄瓜多尔安第斯项目深处亚马逊热带雨林腹地，与古老部落为邻，超过一半的油田在

厄瓜多尔国家保护区内，是世界级环保敏感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多样性的生态环境，吸引着全

球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关注。项目公司秉承中国石油“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国际化理念，坚持开

发与保护同步，多措并举，努力将生产作业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公司厄瓜多尔安第斯项目保护

当地热带雨林作业环境的实践得到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和国务院国资委的首肯。

环保当先

设立 EHS 部并将其作为公司的核心部门，坚持环保当先，按照业界最高标准制订安全环保制

度和规程并严格执行。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环保管理

利用风险矩阵法排序 EHS 风险类别，结合匹配分析排序 EHS 利益相关方，确定公司在 EHS

方面的关注点；从管理者、责任人和承包商三个层面入手，系统规划制订有机衔接、各负其责的

EHS 管理机制。

环境影响监测

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监测勘探开发活动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为地理位置优化选择、管

线泄漏定位、湿地分析、自然保护区分析和监测、交通路网分析等提供科学支持。

66



   

2012 美国企业领导管理奖            2013 当地政府致谢                 2013 当地社区致谢

可靠的专业队伍

为作业现场配备社会安全、医生、环保、生产安全等当地管理人员，HSE 专职人员配比率超

过 8%。

环保作业

钻屑和泥浆经过无害化处理后掩埋；伴生气全部用于发电；作业完毕后，最短时间内恢复地表

原貌。

奖项众多

入围 《世界石油》2007 年度“最佳 HSE/ 可持续发展奖”前三名和英国伦敦能源所“世界环

保奖”提名，多次获得 BIZZ 等国际著名机构的环保奖、企业管理创新奖；获得国际石油工程师协

会（SPE）与厄瓜多尔不可再生自然资源部联合颁发的“杰出石油技术发展奖”等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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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项目公司获得“阿曼履行社会责任最佳单位奖”

阿曼项目公司严格按照当地法律、国际标准及行业良好实践作业，加大危化品和污染物管理，减

少废气、固体废物和废水排放，工业废水回收利用率达 98%，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及无害化处理处置

率达 100%。

伊朗北阿项目注重对国家湿地环境生态保护，为降低井场道路对湿

地的影响，保持水体能够充分流动，从勘探开发方案论证开始，就以修

筑高标准道路涵洞为主要手段，重构湿地流通水网，确保“三横两纵”

的井场道路不构成任何“死水湖”。截至目前，北阿项目在油田湿地共

修建大小涵洞 157 个，为维持湿地生态平衡提供了有力保障。北阿项

目在湿地作业区修建如此规模、如此标准的涵洞，在伊朗国内是首例。

获得“阿曼履行社会责任最佳单位奖”                                  荣获“绿色时代奖”

伊朗北阿项目荣获资源国政府颁发的环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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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钻探委内瑞拉综合项目部争当“绿色钻井队”

长城钻探委内瑞拉综合项目部始终严格遵守委国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认真履行环保社会责

任，努力创建绿色钻井队，取得了优异的环保业绩，GW106 和 GW68 等基层队多次获得“绿色

钻井队”称号，其他队伍也多次获得甲方及当地政府的奖励和表扬信。

“绿色钻井队”是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PDVSA 对在 HSE 方面表现出色钻井队的最高奖励。

2015 年 PDVSA

环 保 部 对 分 布 于 四

个 地 区 的 GW31、

G W 6 8 、 G W 7 4 、

GW106 井 队 的 绿 色

钻井队表彰函

2015 年 PDVSA

给中国石油长城钻探

工程公司委内瑞拉综

合项目部的 HSE 管理

先进单位表扬信

印尼公司获得印尼政府能矿部Jabung区块油气勘探与生产两项安全管理奖

自 2002 年进入印度尼西亚国际油气市场以来，中油国际（印尼）公司始终把安全环保放在首

位，严格遵守当地政府相关法律法规，执行高规格的安全环保标准，全面执行承包商安全管理体系

（CSMS），严格执行符合安全环保的操作标准和流程，杜绝和改进油气生产中的各类隐患，努力

把生产运营产生的环境影响降到最低，与员工、承包商和社区共同保护好当地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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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沟通承诺

我们重视与当地政府和社区的沟通，建立了包含信息披露、社区沟通和参与协议在内的沟通机制，坚持

主动与民众沟通，做到信息透明、承诺有效，及时解答项目质疑，努力降低自身活动的消极影响，构建和谐

社区关系。

持续完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2015 年，我们相继发布了《中国石油天

然气业务发展与推动大气污染治理报告》、《中

国石油油品质量升级报告》、《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 2014 环境保护公报》、《2015

中国石油绿色发展报告》和《央企责任·中国

石油在新疆》，向社会公众披露公司在绿色低

碳和公益事业方面的进展。

公司在海外许多地区设有环境保护和社区

关系协调机构，与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社

区代表等建立起多种形式的沟通机制，通过会

议、报告和走访等方式，加强沟通协调，实现

合作共赢。在加拿大项目，我们设立咨询办公室，

通过安排首席会议、领导委员会会议、社区咨

询小组会议和环境会议等方式，与社区成员开

展各种方式的交流，加强社区对项目的理解和

支持。

奉献能源  创造和谐

Low-carbon·high-efficiency·sustainability
低碳 ·高效 ·可持续

To Drive CNPC’s Green Growth
中国石油绿色发展行动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从社区领导到社区成员全覆盖

¤首席会议+领导委员会会议+社区咨询小组会议+环境会议

¤正式咨询+非正式的访谈

层面丰富

形式多样

方式灵活

社区沟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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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共建·圆桌对话

中国石油云南炼油项目自落户云南安宁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为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和

建议，构建企业与社区和谐关系，云南石化本着真诚、开放的态度，在做好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工

作的基础上，经过两次筹备会认真准备，发起成立由项目周边社区代表、企业代表、社会公益组

织代表和政府代表等组成的“云南石化绿色共建咨询委员会”，并开展圆桌对话。

昆明市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安宁市社区居民代表、地方政府代表、省内外部分社会公

益组织代表、石油化工行业专家和周边企业代表等 50 余人参与圆桌对话。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

及云南省环保厅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云南石化通过成立绿色共建咨询委员会及圆桌对话的方式，就搬迁居民安置、带动当地就业、

项目运营期对周边安全和环境的影响、项目信息公开、公众与企业的沟通渠道、炼油知识科普、

政府监管等问题一一给予回应，力争成为绿色共建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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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  共迎绿色未来

中国石油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制订和发布《中国石油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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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优秀企业公民。

发展清洁能源 调整业务结构 实施精细管理

重点任务

能源节约 污染减排 低碳示范 生态保护

组织领导 宣传教育 科技攻关 政策支持 合作交流

低碳能源快速发展、资源能源高效利用、污染排放明显降低

发展方向

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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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致力于绿色低碳发展，响应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协定，制定实施

低碳发展路线图，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碳排放管控与碳资产管理体系。以碳盘查、

碳减排、近零碳排放示范工程建设为重点，从源头、生产过程和产品使用的全生

命周期加强温室气体管控，控制并减缓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积极发展新能源，

加快天然气发展，促进国家能源结构优化。

我们将致力于污染达标升级，落实《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

划》，制定实施全面污染达标升级行动计划。以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

的全过程管理为基础，加大督办和问责力度，加强相关技术研发深度，加快污染

减排措施实施进度，进一步完善“互联网 +”大数据为基础的环境监测管控体系，

开展污染治理提标改造，细化污染物考核指标，控制污染增量，全面实现各项新

标准下的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我们将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实水十条、气十条、土十条行动计

划，制定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纲要。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努力减少并修复生产运营可能给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带来

的潜在影响。积极倡导并实践合规、沟通、共享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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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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