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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所涉及事項為公司2020年度履行經濟、環境和社會責任，實現可持續發

展情况，時間跨度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基於連續性和可比性考

慮，對有些事項的說明適當做了前後延伸。報告內容所涉及的信息，來源於公司的

正式文件和統計報告，以及各所屬企業實際履責情况匯總及統計，同時兼顧公司發

展重點與利益相關者關註。報告有關數據涵蓋公司和下屬全資及控股子公司。本報

告所有信息都嚴格按照公司《信息披露控制和披露程序的原則》經過了審查，並經

公司董事會於2021年3月24日審議批準。

本報告包括一份前瞻性聲明。除歷史事實之外，所有將來有可能發生或將要發

生的事件以及對事件的表述（包括但不限於前提、目標、估算和商業計劃）均屬於

前瞻性聲明範疇。由於受外界可變因素的影響，事實的未來發展結果或者趨勢有可

能與該聲明不同。本報告的前瞻性聲明於2020年12月31日前做出，中國石油沒有

義務或責任對上述前瞻性聲明做出修改。

本報告包括中文簡體、中文繁體和英文三種版本，若有歧義產生以中文簡體

版為準。作為聯合國全球契約成員，我們還在報告中對遵守全球契約十項原則的

進展情况做了闡述和說明，並將報告提交至聯合國全球契約網站：http://www.

unglobalcompact.org。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報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

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您可登錄公司網站www.petrochina.com.cn瀏覽或下載本報告的電子文本，

並了解更多相關信息。

關於本報告

註：2020年，由於公司進行管道業務重組，向國家管網集團出售所持有的主要油氣

管道、部分儲氣庫、LNG接收站及鋪底油氣等相關資產（包含所持公司股權），本

報告不涵蓋已經出售的管道公司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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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石油”，英文簡稱“PetroChina”。

本報告中也用“公司”“我們”表示）創立於1999年11月5日，是在原中國石油天

然氣集團公司（現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中國石油集團”，英文縮

寫“CNPC”）重組改制基礎上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4月在紐約和香港分

別上市（紐約證券交易所ADS代碼PTR，香港聯合交易所股票代碼857），2007年

11月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碼601857）。

中國石油是中國主要的油氣生產和銷售商之一，也是全球油氣行業的重要參與

者。公司廣泛從事與石油、天然氣有關的業務，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持續提供能源和

石油制品，並致力於構建能源與環境、社會的和諧。

關於我們

上游業務

原油和天然氣的勘探、開發與生產

業務架構

中下游業務

原油和石油產品的煉制、儲存和銷售，

基本石油化工產品、衍生化工產品及其

他化工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天然氣、原

油和成品油的輸送及天然氣的銷售

原油和天然氣的勘探、開發與生產

公司油氣勘探開發業務在國內居主導地位，擁有大慶、長慶、新疆、

遼河、塔裏木、四川等多個大型油氣區。2020年，公司國內生產原油

743.8百萬桶，可銷售天然氣39938億立方英尺。公司國內外油氣產量

當量1625.5百萬桶。

原油、石油產品的煉制、儲存和銷售

公司擁有13個千萬噸級煉油基地，2020年加工原油1177.5百萬桶，生

產成品油10704.2萬噸，運營加油站2萬多座，覆蓋全國31個省（市、

自治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石油化工產品的生產和銷售

公司生產合成樹脂、合成纖維原料及聚合物、合成橡膠、尿素、有機和

無機六大類數千種牌號化工產品。其中，乙烯、合成樹脂、合成橡膠等

產品生產能力在國內位居前列。2020年，公司化工商品產量2885.3萬

噸，乙烯產量達到634.5萬噸。

天然氣、原油和成品油的輸送及天然氣的銷售

公司開展天然氣的輸送與銷售、原油和成品油的儲存與輸送等業務。

國際油氣合作

公司已形成中亞—俄羅斯、中東、非洲、美洲和亞太五個國際油氣合

作區，亞洲、歐洲和美洲三大油氣運營中心。國際油氣合作規模持續

擴大，運營質量進一步提升。2020年，公司海外業務油氣產量當量

215.8百萬桶。

聯合國全球契約
中國網絡

2020實現可持續發展
目標企業
最佳實踐

《財富》雜誌

中國500強第2位
世界500強第4位

Brand	Finance

全球石油和天然氣
企業品牌價值第3位

上海證券交易所

連續6年獲信息披露
A級評價

《新財富》

最佳上市公司

第十四屆中國
上市公司價值評選

社會責任獎

中國綠色碳匯
基金會

傑出貢獻者

中國證券“金紫荊獎”

資本市場三十周年
傑出上市公司

最佳上市公司CEO

最佳上市公司CFO

《亞洲企業管治》
“亞洲卓越成就獎”

亞洲最佳CFO

最佳投資者關係負責人

最佳投資者關係企業

《機構投資者》

最受尊敬公司第1位
（石油及天然氣行業）

亞洲油氣行業

最佳CFO

最佳投資者關係負責人

最佳投資者關係團隊

最佳投資者關係活動

最佳ESG

國際業務

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油氣業務和

貿易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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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油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行動與成效

●	全年總培訓時長1400萬學時，人均培訓時長40小時，一線員工培訓率100%，高級技能人員

和關鍵操作崗位員工培訓率100%

●	推進民生工程建設，改善一線員工生產生活條件，保障員工切身利益，實現員工收入與企業

發展同步增長

●	在建設運營中培養本地供應商和承包商，創造就業崗位，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	深入實施創新戰略，大力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註重應用基礎和超前儲備技術研究，註重

科技創新能力和科技人才隊伍建設，註重科技合作交流和標準工作，註重技術知識產權保護

和成果轉化推廣應用等

●	禁止雇用童工和強制勞動

●	禁止性別、地區、宗教、國籍等任何形式的歧視

●	完善貧困地區基礎設施，發展特色產業，帶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

●	助力藍天保衛戰，承擔河北、山東42萬戶“氣代煤”改造任務，惠及人口近200萬

●	嚴格監控生產過程中的廢物、污染物排放

●	减少大氣和水污染物排放，實現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續下降

●	節能量達到76萬噸標準煤

●	助力凈土保衛戰，獲生態環境部肯定

●	加快推進《低碳與清潔發展關鍵技術研究及應用》重大科技專項和《CO2捕集、驅油與埋存

關鍵技術及應用》《CO2捕集、驅油與埋存關鍵技術示範工程》等重點科技項目的攻關實

施，形成18項關鍵技術和成套技術，建立16項示範工程和9個示範區，完善了低碳標準體系

●	深度參與油氣行業氣候倡議組織（OGCI）各項工作

●	堅持清潔開發的環保理念，啟動環境特征獲取計劃，持續開展環境控制和監測項目，保護業

務所在地海洋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

●	嚴格遵守當地環境保護政策，遵守動植物交易法律法規，註意保護當地珍稀物種

●	恪守商業道德，堅持誠實守信、平等協商、互利共贏原則，推進“陽光交易”，在商務活動

中致力於維護公平公正的競爭秩序

●	加強供應鏈ESG管理

●	發布OGCI《中國CCUS商業化白皮書》

●	組織召開9場交通運輸減排圓桌論壇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行動與成效

●“十三五”（2016-2020年）期間攜手中國石油集團在1175個村莊實施2800多個項目，幫

扶地區100%實現脫貧摘帽

●	被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授予“2020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企業最佳實踐（消除貧困和促進繁

榮）”的榮譽

●	榮獲“全國脫貧攻堅獎組織創新獎”

●	聚焦“兩不愁三保障”，結合當地實際需要，實施道路建設、環境修復、安全飲水等幫扶項

目，帶動當地特色產業可持續發展

●	保障員工職業健康、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

●	開展職業衛生專項檢查和心理健康管理培訓

●	組建海外項目維護心理健康團隊，先後為3000名員工開展心理測評

●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開通心理援助熱線，通過“石油人心理”公眾號進行在線咨詢

●	作業場所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率99.33%

●	接觸職業病危害員工職業健康體檢率99.25%

●	開展海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設立海外疫情防控聯防聯控機制，建立疫情防控制度體系，推

行針對性防控措施

●	跨國轉運、遠程救治8名重癥海外員工

●	實施“益師計劃”“旭航助學”等培訓項目，累計培訓教育工作者7700多人次，幫助貧困學

生11400人

●	關註業務所在地社區教育，為當地學校捐贈校車，持續修繕教學設施，提供衛生健康培訓，

並設立獎學金等，幫助當地改善教育條件和水平

●	遵守性別平等原則，對不同性別的員工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	嚴格落實女性員工孕產期、哺乳期休假規定，保障女性員工權益

●	為尼日爾35個村莊打水井，解決當地水源短缺問題

●	持續加大天然氣勘探開發力度

●	國內天然氣產量同比增長9.9%

●	多渠道引進國外天然氣資源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施

零饑餓

良好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等

無貧窮

减少不平等

和平、正義與
強大機構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產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可持續
城市和社區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氣候行動

水下生物

陸地生物

體面工作和
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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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入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可持續發展基礎更穩固。優化完善

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是公司應對風險挑戰，實現科學決策、有效維護

相關方權益的根本保障。技術、管理和商業模式創新是應對全球能源挑戰、實現能

源變革的根本路徑。公司全面推進制度、監督、戰略、管理和組織、市場化機制、

創新機制等方面改革，加快構建與世界一流國際能源公司目標相適應的治理體系。

2020年，中國石油把創新作為第一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加快構建開放創新生態，

全面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取得一批新進展新突破。參與完成的“400

萬噸/年煤間接液化成套技術創新開發及產業化”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複雜地

質條件儲層煤層氣高效開發關鍵技術及其應用”“催化裂化汽油超深度加氫脫硫-烯

烴分段調控轉化成套技術”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順利完成參股國家管網集團和

管道資產重組移交。加快數字化、智能化賦能轉型發展，參股昆侖數智科技有限責

任公司，促進降本增效、協同共享、持續創新、風險預控和智慧決策。

協同抗疫、助力脫貧攻堅，平衡普惠發展顯擔當。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

中國石油第一時間成立疫情防控領導小組，與當地政府、員工、合作夥伴、社區和

客戶等各方凝心聚力，全力打好疫情阻擊戰、遭遇戰和持久戰。我們把員工生命安

全和身心健康放在首位，織密織牢防控網，加強心理疏導和人文關懷。截至2020年

底，公司實現工作場所“零疫情”“零感染”。發揮產業優勢和資源優勢，全力以

赴保油氣供應，緊急布局生產抗疫原料和防疫物資，捐款捐物馳援重點地區，依托

加油站網絡保障民生物資供應，傾力支持疫情防控。中國石油武漢宏圖大道加油站

成為全國唯一獲評“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集體”的英雄加油站。在海外，與

東道國政府和社區建立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積極捐贈防疫物資協助周邊社區防疫抗

疫。積極參與中國脫貧攻堅事業，發揮產業、技能和人才優勢，“十三五”期間攜

手母公司在全國1175個村莊開展精準扶貧，助力國家打贏脫貧攻堅戰，擦亮小康社

會的底色。依法透明向當地政府繳納稅款，海外納稅總額達到238億元。繼續開展一

系列社區發展項目，推動了當地社區發展和進步。2020年，公司憑借在消除貧困、

促進婦女權益保障方面的突出貢獻，先後被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和中國政府授予

“2020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企業最佳實踐（消除貧困和促進繁榮）”和“全國脫貧

攻堅獎組織創新獎”榮譽。

新的一年，面對複雜嚴峻的發展形勢、加速推進的能源轉型和深度調整中的能

源供需格局，中國石油肩負更多責任，也面臨更多挑戰與機遇。公司錨定“建設世

界一流國際能源公司”戰略目標，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大力實施創新、資源、市

場、國際化、綠色低碳戰略，著力發展主營業務，突出結構調整、改革創新、提質

增效、依法治企，牢牢把握低碳轉型發展機遇，加快打造綠色發展新優勢，為實現

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積極貢獻中國石油力量，與各利益相關者共享可持續

發展的美好未來。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長致辭

實施綠色低碳戰略，轉型發展勢頭更強勁。抓住能源行業低碳

轉型發展機遇，成立新能源和新材料事業發展領導小組，積極布局

清潔生產和綠色環保產業、探索新的低碳商業模式、強化能源資

源節約利用和效率提升，推進自身能源消耗的綠色清潔替代，努力

建設化石能源與清潔能源全面融合發展的“低碳能源生態圈”，

力爭2025年左右實現“碳達峰”，力爭2050年左右實現“近零”

排放，為中國“碳達峰”“碳中和”和全球氣候目標達成做貢獻。

2020年，公司可銷售天然氣產量42210億立方英尺、同比增長

8%，其中國內可銷售天然氣產量39938億立方英尺、同比增長

9.9％，綠色低碳轉型取得重要進展。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

山銀山”的理念，加大汙染治理、生態保護與修復、溫室氣體排放

管控力度，推進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把節能減排

作為重要的約束性指標，提升油氣商品率和能源利用效率。2020

年，公司溫室氣體排放強度、COD、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量較2015年分別削減6.32%、17%、29%、28%、37%。

繼續深度參與油氣行業氣候倡議組織（OGCI）框架下的各項合

作。中國石油與OGCI其他國際同行一道鄭重承諾，我們的碳減排

行動不因新冠疫情、低油價而動搖。這是中國石油決意轉型發展的

行動，也是堅定不移貢獻全球碳減排的承諾。

歡迎您閱讀本報告，感謝您一直以來對中國

石油的關心和支持。

過去的一年極不平凡、極具挑戰。新冠肺炎

疫情突如其來、全球經濟陷入嚴重衰退、國際油

價斷崖式下跌、油氣市場需求急劇萎縮，國際地

緣政治和全球疫情蔓延嚴重沖擊海外市場，各

類風險急劇增加、各種矛盾相互交織，對公司生

產經營沖擊前所未有。中國石油準確識變、科學

應變、變中求進、危中求機，砥礪前行，統籌推

進疫情防控、復工復產、生產經營、改革創新等

各項工作，在極不尋常的年份取得了極不尋常的

經營業績，在“大戰”“大考”之年經受住了考

驗，取得了好於預期的經營業績，世界一流國際

能源公司建設邁上新臺階。

中國石油致力於綠色發

展、奉獻能源，為客戶成

長增動力，為人民幸福賦

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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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中國石油秉承法律至上、權責對等、遵守程序、誠實守信、公平公正的現代企業法

治理念，以法治思維為導向，提升企業依法管理能力；以公司章程為統領，推動公司法

人治理制度和公司管理體制機制完善，著力構建系統完善、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

體系；以制度約束為重點，努力實現公司治理體系和管控能力的現代化和國際化；以合

規管理為重要保障，規範企業和員工行為。我們將不懈努力，探索增強公司治理的科學

性和有效性，完善公司依法合規運營的長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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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管理

我們倡導的可持續發展就是以負責任、可持續、合乎倫理道德的方式向社會提

供清潔、可靠、可負擔的能源，遵紀守法、尊重人權、保護環境，並為業務所在地

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公司支持《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若幹外部自願守則，

包括但不限於聯合國全球契約、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等。

公司通過股東大會、董事會及其專門委員會、監事會、總裁負責的管理層來指

導和管理可持續發展實踐，並將可持續發展理念深度融入公司運營全過程，有效控

制環境、安全和社會風險。公司將安全環保、節能減排作為考核指標納入公司管理

層年度業績考核，未完成考核指標的予以扣減業績分值並按規定扣減績效薪酬。其

中，未完成安全環保考核指標的，每項扣減業績分值5分；未完成節能減排考核指標

的，每項扣減1分，最高可扣減10分。

董事會對公司ESG事務管理狀况的聲明

公司董事會高度重視可持續發展管理，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可持續發展管理機制，形成了層次清晰、分工明確

的可持續發展治理結構。

董事會對與公司業務相關的重要可持續發展相關事宜進行識別、評估及管理，並定期聽取管理層和相關委員會

匯報。董事會每年專門聽取並審議公司《環境、社會和治理報告》，並對照設定的ESG相關目標檢查實施進度。

董事會已將下設的健康、安全與環保委員會升級為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負責監管公司可持續發展（包括但不

限於環境、社會及治理）事宜，並向董事會或總裁提出建議；監督公司健康、安全與環保計劃的有效實施；對健

康、安全與環保方面的重大決策向董事會或總裁提出建議；對重大事故和責任提出質詢，並檢查和督促重大事故

的處理。

治理結構

中國石油成立之初即建立了符合監管要求和國際規則的公司治理結構，並結合

運營實際不斷完善，推動治理水平持續提升。由股東大會、董事會及其專門委員

會、監事會、總裁負責的管理層共同構成的治理結構，權責明確、配合緊密、運行

高效。

公司積極完善依法合規決策機制，加強決策評估論證，建立並落實決策責任倒

查和終身追究制度。完善權力運行監督制約機制，按照權責一致原則，合理劃分各

層級管理權限，建立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統籌法律、內控、審計、監察等內部監

督資源，強化自我監督、專職部門監督和上下級監督，並自覺接受社會監督，做到

決策有據、授權有度、行權有控、擅權必究。

2020年，公司聚焦“高質量發展”，不斷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

將綠色低碳納入

公司“十四五”

發展戰略，大

力發展清潔低

碳能源

研究論證公司實

現碳達峰時間表

及“近零”排放

路徑

啟動綠色發展行

動計劃和綠色低

碳發展產業規劃

研究制定工作

建立管理層生

態環境保護議

事制度

設立董事長牽頭

的新能源新材料

事業發展領導小

組，加強新能源

發展戰略和規劃

制定工作

恪守商業道德，

關愛員工，致力

於為社會做出更

大貢獻

公司治理結構

股東大會

監事會

公司管理層

董事會

審計委員會

考核與薪酬委員會

投資與發展委員會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

股東和股東大會

股東大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依法行使職權。公司每年召開股東大會，保

障所有股東享有平等地位並有效行使自身權利。為確保關聯交易公平合理，在股東

大會表決有關關聯交易議案時，中國石油集團作為公司的關聯股東予以回避。

公司股權結構，詳見公司《2020年年度報告》。

公司治理制度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

法》）、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相關規定、相關上市地的監管要求和《中

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簡稱《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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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董事會及相關專業委員會

公司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對股東大會負責，任期三年，任職期滿可連選

連任。董事從全體股東利益出發，恪守勤勉、誠信、務實的準則，認真履行職責。

截至2020年底，公司董事會有董事11人，其中獨立非執行董事5人。

我們制定了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董事會成員構成充分考慮了公司情况、業

務模式和工作需要，兼顧了成員國籍、性別、年齡、文化及教育背景或專業經驗。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有利於提高公司決策能力。董事會成員詳細情况參見公司網站及

《2020年年度報告》。

董事會下設提名委員會、審計委員會、考核與薪酬委員會、投資與發展委員會

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各委員會構成、分工和執行情況詳見公司《2020年年度報

告》），為董事會決策提供支持。我們根據工作需要制定、完善和有效執行董事會

及所屬各專業委員會的各項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

董事會
多元化

國籍

專業背景

年齡組別

性別

身份

90.9
%

9.
1%

男性

女
性

  6
3.6%

   51-60歲
 2

7
.3

%
   6

1
-

7
0

歲

 9.1%
   7

1
歲

以
上

石油化工  54.5%

           金
融  18.2%財務  18.2%

法律   9.1%

中國
香

港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5人

  
非

執
行

董
事

  3人
  

中
國

日本
英國

  副
董

事
長

 1人
  

 董
事

長

 1人
  

 執
行

董
事

  1人
  

獨立董事恪守勤勉、忠實

和獨立義務，了解公司經營現

狀、財務表現和重大項目情

况，有效行使重大關聯交易認

可等特別職權，運用各自領域

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經驗為董事

會運作和業務發展出謀劃策。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獨立董事通過視頻會

議、信函往來，主動了解公司

經營現狀、財務表現和重大項

目情况：

●	先後就管道重組交易、關聯

交易出具4份意見報告，提出

相關意見、建議和問題

●	與公司副董事長、管理層成

員及規劃計劃、財務、法律

事務等部門，就管道資產重

組、持續性關聯交易上限更

新、公司2021年投資計劃等

事項召開專項交流會議6次

●	與公司管理層定期溝通監管

機構、投資者、媒體和公

眾等利益相關者的關註和訴

求，堅決維護小股東權益

公司共召開董事會會議9次，詳情請見公司網站公告及《2020年年度報告》。

獨立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情况詳見公司《2020年年度報告》。

監事及監事會

公司監事任期三年，任職期滿可連選連任。監事不得同時兼任公司的董事、總

裁、副總裁、財務總監職務。監事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出席監

事會會議，列席董事會會議，並向股東大會報告工作，提交監事會報告和有關議

案。截至2020年底，公司監事會有9名監事，其中4名為職工代表監事。

公司監事會向股東大會負責。監事會制定《監事會組織和議事規則》《監事履

職管理辦法》，對監事的履職方式、內容、要求及評價標準做出規定，督促全體監

事勤勉盡責，對公司財務以及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履行職責的合法合規性進行

監督。2020年，公司共召開監事會會議7次，形成17項決議。會議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合法、有效。

執行機構

總裁領導下的包括副總裁和財務總監在內的管理層是公司的執行機構，由董事

會聘任並對董事會負責，根據《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和董事會授權，執行

董事會決議，組織公司生產經營等業務活動。公司主營業務詳見公司網站。

管理體系

公司堅持集約化、專業化、一體化方向，建立了權責匹配、科學規範、簡潔高

效、富有活力的管理體系，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實現管控目標明確、資

源有效整合、效率效益最優，推動公司提升環境、社會及治理水平，實現可持續發

展。公司積極推進管理體系融合與創新，紮實推進體系建設和體系融合試點，推動

管理體制改革，優化資源配置。

合規體系

公司將依法合規作為興企方略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本保障，堅持合規底線、

合規要求高於經濟利益等理念，不斷強化合規管理體系建設。持續強化重大決策、

組織監事專題培訓1次，圍繞公司財

務報表、油氣儲量評估與資產減值

及國際石油公司最新財務表現與發

展動向等方面進行討論。公司8位監

事、總部機關4個部門、1家地區公

司等相關人員，共計40人參加了此

次培訓。

40人

2020年合規管理

重點行動

完善法律合規論證審查
保障制度

完善依法合規經營考核
指標和評分辦法

印發《貫徹<反壟
斷法>實施辦法》和
《反壟斷合規指引》

開展全員合規培訓，覆
蓋率達到100%

在17家所屬企業開展
合規管理示範創建

提供6個語種的《反商
業賄賂手冊》供全員
學習

保障知識產權

公司每月對核心和重點商

標進行監測與風險評估，根據

結果向國家商標管理部門提出

註冊、無效、異議等商標申

請。對商標侵權和不正當競爭

行為采取相應維權措施，保護

商標專用權。

2020年，中國石油

召開4次股東大會，審

議通過共計14項議案。

詳見公司網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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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項的合規論證審查，加強違規風險防控，確保依法管理、合規經營。嚴格貫

徹落實國家法律法規和政府監管要求，重點領域合規管理不斷強化，預防為主、懲

防並舉的合規管理機制基本形成。廣大員工合規意識普遍增強，合規文化氛圍更加

濃厚。

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體系

公司高度重視內控與風險管理體系建設及監督。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定期聽取內

部控制工作匯報，動態評估重大風險，確定防控措施和應對方案，確保公司內控體系

完善、運行有效。2020年，公司持續建立健全內部控制體系，強化內控監督檢查，

努力實現“強內控、防風險、促合規”管控目標，公司連續第15年通過外部審計。

廉潔風險防控體系

我們以誠信、尊重和負責的態度對待每一位商業合作夥伴，對客戶、供應商、承

包商和同業夥伴，充分尊重、一視同仁，反對任何形式的商業賄賂，並要求合作夥伴

遵守公司反商業賄賂和反腐敗有關政策規定。領導幹部和員工不得利用工作和職務

之便圍繞中國石油平臺違規經商辦企業、為親友提供便利和謀取利益。我們遵守《中

2020年共受理商業賄賂信

訪舉報124件，審結貪污訴訟

案件12起，均依規依紀依法進

行了處理。

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相關法律法規及國際公約，嚴格執行

《公司管理人員違紀違規行為處分規定》《公司合規管理辦法》《公司招標投標活動

自律公約》《公司物資供應商管理辦法》等制度，規範員工和公司行為。

我們堅持“嚴”的主基調不動搖，有貪肅貪、有腐反腐，一體推進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深化腐敗治理，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反腐敗鬥爭壓倒性

勝利。

恪守商業道德

我們恪守商業道德和市場規則，堅持誠實守信、平等協商、互利共贏原則，推進

“陽光交易”，在商務活動中致力於維護公平公正的競爭秩序。我們嚴格遵守《中

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

法》《聯合國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適用的關於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反商業賄

賂、勒索和欺詐的法律法規和國際慣例。我們反對壟斷行為，反對任何形式的不正當

競爭，遵守貿易管制，堅決不從事、不參與、不協助任何形式的洗錢活動。

供應鏈管理

公司堅持全球尋源、開放合作、資源共享、互惠雙贏的供應商管理理念，實行

供應商全生命周期閉環管理。公司把環境、質量和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認證納入

供應商準入標準。積極引導供應商加強依法經營，遵守商業道德，履行社會責任。

供應商和承包商應遵守中國石油統一的質量、環境、健康和安全標準以及反商業賄

賂、反腐敗有關政策規定，持續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可靠性和環境可持續性，保護勞

動者人權，滿足人的發展需求。

中國石油註重與供應商的互聯互通，建立了與供應商的溝通機制，通過多種方

式主動了解供應商的關切與訴求。公司供應鏈安全管理流程詳見第三章第2節。

公司與關聯方發生的持續

性關聯交易均遵循了公平、公

正、公開的定價原則，不會對公

司未來的財務狀况、經營成果產

生不利影響，不會對關聯方形成

依賴，也不會影響公司的獨立

性。2020年關聯交易情况，詳

見公司《2020年年度報告》。

公司設立舉報電話、電子

郵箱，接受違規舉報。公眾可以

實名或匿名反映問題。公司認真

調查，及時反饋處理結果，並

對舉報人的身份信息保密。

舉報電話：8610-62094741

舉報郵箱：jcbjb@petrochina.

com.cn

全球尋源 合	規

互惠雙贏 效	益開放合作 質	量

資源共享 效	率

供應商
管理理念

供應商
管理原則

2020年

完善反腐體系
和流程

開展反貪污
培訓

加強對第三方
中間人/代理的盡職調查和監測

●	 充分發揮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協調小

組的作用，推動各監督主體相互貫通、

形成合力

●	 查找現有內控制度及工作流程中潛在風

險和可能漏洞，精準分析評估合規管理

的風險因素

●	 印發實施《“三重一大”決策制度建設

和監管系統運行工作手冊（試行）》

●	 突出重點領域，嚴肅查處利用職權向他

人輸送利益、收受賄賂等違紀違法案件

●	 實施專業化管理和動態監管，

嚴格市場準入、網上實時評價

和年度考評，形成“有進有

出”的動態機制

●	 組織開展利益輸送、設租尋

租、化公為私等專項整治

●	 運用大數據平臺，交叉關聯貿

易商、代理商、供應商企業信

息，鎖定違規違法問題

●	 深化聯合監督信息系統功能應

用，主動打造立體監督網絡

●	 開展全員合規知識

培訓

●	 通 過 觀 看 《 警 示

錄》、警示教育片

《利劍嘯歌》，提高

員工反腐敗認識

●	 開展《政務處分法》

《紀檢監察機關處理

檢舉控告工作規則》

等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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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關者溝通參與

利益相關者的信任和支持，是公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我們致力於提高發

展的質量和效益，努力用發展的成果回報利益相關者，追求公司與所有利益相關者

共同價值的最大化，實現合作共贏、和諧發展。

實例	 中國石油舉辦2020年公司開放日活動

2020年，公司舉行為期40天的“中國石油開放日”活動。

活動期間，各家企業邀請當地政府、人大代表、媒體記者、中小學生等，通過

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近距離接觸石油、全方位了解石油、深層次感知石油。

2020年7月，中國石油在全國16個省（市、區）的29個站點，舉行“點靚雲

端 · 天然氣萬裏行”雲開放活動。活動采用“雲直播”形式，在線向社會各界展示中

國石油保障天然氣供應、踐行綠色發展理念等戰略部署和實際行動。

積極履行信息
披露義務

●	 健全和完善重大事項信息披露管理和相關制度

●	 建立起定期報告、業績公告、臨時報告、媒體溝通、訪談

參觀和互動交流等多層次多種形式的利益相關者溝通機制

●	 通過股東大會、投資者熱線、網站、新媒體、電話會議、

電郵及傳真等途徑，傾聽和解答投資者疑問與意見

●	 通過公眾開放日、加油體驗日、媒體見面會、用戶座談

會、客戶走訪、問卷調查、設立意見箱等方式，傾聽社會

各界的批評和意見，主動接受各方監督

●	 舉行網絡會議、視頻、電話會議，與媒體、第三方機構開

展溝通交流

●	 與環保類基金和組織就ESG相關問題多次舉行溝通交流

行業參與

●	 管理層積極出席各種大型會議和論壇並發表演講，貢獻行

業經驗和專業見解，進一步增進媒體、公眾對公司的了解

利益相關者
咨商

物資供應商23699家，其中一
級製造商2216家

23699家

一級製造商通過質量管理體系認
證（ISO9000）比例

98.14%

一級製造商通過環境管理體系認
證（ISO14000）比例

92.73%

一級製造商通過職業健康安全
管理體系認證（ISO18000）
比例

91.2%

與ESG評級機構、機構投資者
開展38次互動

38次

完善供應商管理

體系

●	 強化從供應商準入到供應商退出的全過程管

理，持續優化供應商資源結構，優先準入節能

環保型產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產品

●	加強供應商質量、安全、環保等方面的監管和

風險防控，促進供應商綠色低碳、重視商譽、

誠信經營、合規操作

推進與供應商合

作，建立溝通協

調機制

●	 加大供應商多領域、深層次合作，在綠色環

保、可持續發展等多方面開展積極交流，挖掘

雙方合作潛力

●	關註供應商健康、安全、環保和合規操作，與

供應商及時溝通，提升供應鏈的協同水平

優化供應商考核

評價，促進供應

商績效提升

●	考評1426家一級物資供應商4223項產品，動態

量化考評率100%

●	 將企業實力、產品創新、誠信合規納入考評體

系，對供應商進行分級分類管理，考評結果應

用於供應鏈建設

加強對第三方中

間人/代理的盡職

調查和監測

●	實施專業化管理和動態監管，嚴格市場準入、

網上實時評價和年度考評，建立完善退出機制

●	運用大數據平臺，交叉關聯貿易商、代理商、

供應商企業信息，鎖定問題線索

●	深化聯合監督信息系統功能應用，主動監督發

現問題線索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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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關者 期望 溝通機制 重點行動

股東

●	公司治理規範

●	業績穩定增長	

●	可持續發展

●	履行法定信息披露義務

●	舉行業績路演等交流活動	

●	發布定期報告、公布業績

●	以負責任的方式開展運營，保持良好信譽	

●	召開股東大會	

●	平等對待股東，重視中小股東意見	

●	加強投資者關係工作，以多種形式與中小股東交流和對話

員工

●	基本權益得到保障	

●	獲得職業發展	

●	薪酬福利增長

●	推選職工代表加入監事會	

●	成立各級工會組織	

●	召開職工代表大會並報告工作	

●	舉辦各類員工培訓	

●	設立投訴、反饋信箱

●	加強員工培訓和技能培養	

●	舉辦員工職業技能大賽	

●	開展員工職業健康體檢	

●	推進海外項目用工本地化	

●	為員工搭建職業成長平臺	

●	保障海外員工人身安全

客戶

●	提供安全、環保、優質的產品	

●	不斷改進服務質量

●	誠信經營

●	開展消費者關愛活動	

●	公開服務質量承諾	

●	開通熱線電話服務

●	舉行客戶滿意度調查

●	加強質量管理	

●	提供優質服務，提升加油站服務質量	

●	增加天然氣、清潔汽柴油等清潔產品供應	

●	穩定供應救災及農業生產用油	

●	舉辦加油站開放日活動

商業夥伴
●	公平透明采購

●	合作共贏

●	舉行招投標會議	

●	舉辦大型跨國業務洽談與技術交流會	

●	發揮電子交易平臺作用

●	分享管理經驗與技術標準	

●	合同談判及日常會晤	

●	舉辦合作夥伴培訓	

●	召開日常業務交流會議

●	加大物資集中采購管理力度，為供應商提供平等競爭的機會	

●	重視與承包商的溝通協調，加強承包商HSE管理，為承包商營造安全、健康的作業環境	

●	完善安保措施和應急救援網絡建設	

●	開放投資領域	

●	舉辦高層論壇

政府

●	穩定能源供應	

●	促進經濟社會和諧發展	

●	品牌、技術起到引領作用

●	依法納稅

●	貢獻企業經驗	

●	關註社會反饋，改進公司行為

●	與有關部門開展戰略合作	

●	參加專題研討會議和論壇

●	遵守所在國家法律法規，誠信合規運營	

●	穩定油氣供應	

●	積極參與政府有關氣候變化和節能減排的政策討論	

●	促進就業，為業務所在地培養人才	

●	依法納稅

非政府組織
●	改進可持續管理	

●	承擔扶貧幫困、環境保護等社會職責

●	貢獻企業經驗	

●	參與相關活動	

●	促進國際交流

●	向聯合國全球契約提交進展情况（COP）	

●	針對外界關註的各種問題開展多種形式交流	

●	積極參與和支持國際環境和標準化事業	

●	廣泛參加相關論壇會議

社區

●	促進就業增長	

●	保護社區環境	

●	帶動社區經濟發展	

●	尊重社區文化傳統

●	與當地社區對話	

●	開展社區走訪交流	

●	開展項目社會評價、環境評價	

●	開展知識宣傳教育	

●	增加信息披露

●	搶險救災，支援災區重建，捐資助學，扶貧幫困	

●	以重大項目建設支持和帶動業務所在地經濟社會發展	

●	為偏遠地區供應天然氣等清潔高效能源	

●	倡導員工志願服務

●	擴大本地化采購	

●	為社區提供就業機會和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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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與環境

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只有遵循自然規律，才不會在開

發利用自然資源上走彎路。關愛生命、保護環境已融入公司的發展

理念。面對全球能源轉型趨勢，我們大力發展清潔低碳、安全高效

的能源，不斷提升碳排放管控水平，努力創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

好型和安全生產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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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轉型

經濟和人口增長將推動全球一次能源需求穩步增長。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應對氣

候變化的疊加影響下，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將顯著下降。能源轉型加快、“電

氣化”加速，主要油品需求提前達峰。作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天然氣將

在全球能源轉型中扮演重要的過渡能源作用。天然氣是中國實現能源安全和“碳達

峰”“碳中和”目標的主力能源，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機遇與挑戰

能源需求增長遭遇短暫逆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陷入深度衰退，

2020年全球能源需求下降約5%，預計至少要到2023年才能恢復到疫情前水平。油

氣在全球經濟復蘇中將扮演重要角色，從長期看，人口增長、發展中國家城鎮化、

工業化發展仍將帶動全球能源需求與消費持續增長。

能源轉型助力“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實現。能源行業電動革命、市場革命、

數字革命、綠色革命方興未艾，化石能源清潔化、清潔能源規模化、多種能源綜合

化、終端能源再電氣化趨勢加速演進。能源結構向綠色低碳轉型已經成為全球共

識。IEA預計2020-2030年，可再生能源電力需求將增長2/3，約占全球電力需求增

量的80%，低碳能源和能效提升將幫助許多國家和能源公司到本世紀中葉實現二氧

化碳凈零排放的目標。

能源獲取不平等問題依然突出。全球仍有超過12億人無法獲取負擔得起的現代

能源，大量的發展中國家還在使用高污染、高碳能源。幫助這部分群體平等獲取清

潔低碳能源，既是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需求，也是實現全球溫控目標的關

鍵一環。

中國清潔低碳能源體系建設提速。中國已承諾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峰，並

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在能源安全新戰略的引領和“碳達峰”“碳中和”目標

的約束下，能源轉型必將大幅提速。能源企業正加快建立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

能源體系，支持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戰略應對

在全新願景的引領下，公司按照“清潔替代、戰略接替、綠色轉型”三步走總

體部署，構建“油、氣、熱、電、氫”五大能源平臺，努力建設化石能源與清潔能

源全面融合發展的“低碳能源生態圈”，2050年左右實現“近零”排放，為中國

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貢獻中國石油力量。

階段

目標

舉措

●	 力爭2025年左右實現“碳達峰”。 ●	 力爭2035年外供綠色零碳能源超過自身消耗的化石能源。 ●		力爭2050年左右實現“近零”排放。

●	 加大地熱、太陽能、風能、氫能等新能源開發利用，推動生產用能清潔

替代，促進新能源與油氣產業鏈的協同發展。

●	 積極推動天然氣發電與新能源發電融合發展，為社會提供清潔能源產品。

●	 積極部署氫能產業鏈、化石能源清潔轉化利用等資源接替領域技術攻

關和試驗示範，力求輔以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縮寫CCUS）措施，積極探索以更低成本實

現化石能源的清潔開發利用。

●	 推動新能源新業務與油氣業務協同發展，清潔電力、氫能產業

鏈、化石能源清潔轉化等新業務初步形成對油氣資源戰略接替

格局。

●	 規模推廣實施CCUS和碳匯項目，持續降低碳排放。

●	 繼續加大新能源開發利用和油氣資源戰略接替規模，完善

“油、氣、熱、電、氫”五大能源平臺。

清潔替代
2021-2025年

戰略接替
2026-2035年

綠色轉型
2036-2050年

中國石油綠色低碳轉型路徑

BUS STOP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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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化技術催生了企業發展的新業態、新模式，已

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

要引擎。公司加快推動數字化轉型，大力推進數字化、

可視化、自動化、智能化發展。各業務領域信息系統應

用逐步深入，基礎設施和網絡安全保障能力不斷提升，

為公司轉型發展賦能。

推進業務發展和研發創新協同。我們協同優化油氣

業務鏈條和科研創新，信息化實現從應用集成向共享服

務邁進。通過統籌安排油氣生產等各環節，以上下游業

務鏈的整體效益和股東價值最大化為目標，進行資源配

置、加工、物流和銷售優化，實現市場動態全面感知、

生產運行協同優化、風險預警快速響應、支持決策精準

高效。在協同研發方面，利用科研平臺集成共享專業軟

件等要素，提高多專業跨單位協同研發效率，利用人工

智能數字工具，助力新產品研發、提高科研成功率。建

成應用了集中統一的經營管理和辦公管理平臺以及覆蓋

油氣產業鏈上、中、下游集中統一的生產運行管理平

臺。平臺的應用，提高了管理效率，推進了跨專業、跨

部門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

助力產業轉型升級。我們將互聯網、大數據、人工

智能等與公司業務融合應用，著力打造智能油氣田、智

能煉化、智慧銷售，助力產業的轉型升級。2020年，發

布新版勘探開發夢想雲平臺，公司上游業務核心數據實

現全面共享。

●	 以感知、互聯、數據融合為基礎，實現生產

過程“實時監控、智能診斷、自動處置、智

能優化”的油田業務新模式。

●	 提升煉化企業的感知能力、分析優化能力、

預測能力、協同能力，構建以高效供應鏈、

精益化運營、安全化工控、互聯化運維為特

色的智能煉化新模式。

●	 借助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化技

術，按照新零售理念，推進成品油零售業務

轉型升級，構建“人、車、生活”生態圈，

實現“智慧化銷售、數字化運營、一體化管

控”目標。

●	 新疆油田構建油氣生產物聯網、協同研究

環境等業務全面覆蓋的信息系統，實時掌

握生產動態，支撐油田生產經營活動，大

力推進智能分析應用，輔助科學決策。

●	 長慶石化建成覆蓋經營管理層、生產執行

層和操作控制層的信息化體系，在生產、

設備、安全環保等業務領域已實現運行自

動化、管理精益化和運營協同化。

類別 目標 應用

智能油氣田

智能煉化

智慧銷售

專題 數字化與智能化賦能轉型發展

●	 上海銷售在零售營銷領域應用大數據、人

工智能等技術，探索數字生態體系建設。



2726 能源與環境  |  2020年度環境、社會和治理報告

應對氣候變化

公司認同到本世紀末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2℃以內的目標，響應中國政府提出的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做清潔能源的供應者和社會低碳轉型的推動者，與業

內同行、社會各界共享溫室氣體控制實踐。

氣候相關風險管理

公司董事會高度重視管理氣候變化相關風險和機遇，將其納入公司發展規劃，

密切關註現有及新興碳市場，制定了低碳發展、綠色發展相關工作方案和氣候相關

規劃。公司管理層面持續加強氣候相關風險管理，加強碳排放管理和碳風險管理，

健全碳排放管控體系，發展低碳產業，提高清潔能源供應，積極參與全球油氣行業

應對氣候變化合作。

2020年公司董事會和管理層對氣候風險的管治行動

●	 就氣候與能源轉型等議題開展了多次討論和匯報

●	 將綠色低碳納入公司戰略

●	 啟動綠色發展行動計劃和綠色低碳發展產業規劃研究制定工作

●	 增設新能源新材料事業發展領導小組，加強新能源發展戰略和規劃研究制

定工作

●	 研究制定公司實現碳達峰時間表及“近零”排放路徑

●	 把綠色低碳發展戰略納入各級領導培訓內容

公司識別的主要氣候相關風險及應對措施

風險 因素 措施

聲譽方面

●	 低碳形象已成為能源公

司的重要影響力標簽和

利益相關者關註的焦

點。如果公司低碳發展

目標、達成目標的路徑

與措施不及預期，可能

會對公司的聲譽和形象

產生影響

●	 氣候相關的法律訴訟可

能會影響公司的聲譽和

形象

●	 加快公司低碳轉型

●	 提升ESG信息披露

水平和透明度

●	 擴大外部交流參與

市場方面

●	 人們對氣候變化的關註

可能會促使市場傾向於

選擇低碳的產品和服

務，從而影響化石燃料

的需求。這將導致公司

增加資本支出，削減戰

略性增長機會

●	 非常規油氣資源、各種替

代能源、新能源和新產品

的快速發展可能給公司造

成一定的競爭壓力

●	 持續關註新的發展趨

勢，全面推行清潔生

產，降低單位成本，

提高效率

●	 大力發展清潔能源，

促進天然氣業務高質

量可持續發展

●	 在投資決策中考慮氣

候相關因素，加大投

資新能源和替代能源

技術方面

●	 低碳轉型會加大公司技

術創新成本，新業態的

規模化會影響公司的發

展戰略

●	 加大技術創新方面的

投資，大力發展低碳

和節能技術

機構 職責

● 制定和審核公司綠色低碳發展戰略、重要行動計劃、風險管理政策、年

度預算等，監督公司碳減排目標達成情况

● 審核專業管理部門提交報告和管理政策建議，向董事會提交戰略、計劃

和管理等方面意見和建議

● 監督和執行董事會有關公司綠色低碳發展戰略、行動計劃

● 組織開展綠色低碳發展政策與戰略研究，分析氣候風險和機遇，結合公

司低碳管理現狀向公司管理層提供意見建議

● 落實公司管理層對低碳管理方面的目標和工作部署

公司氣候治理流程

董事會

管理層

戰略規劃
和低碳
管理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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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碳排放

中國石油持續完善碳排放管控體系。2020年，加強碳排放管理，健全碳排放

管控體系，積極參與全球油氣行業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出臺《甲烷排放管控行動方

案》，對甲烷排放目標作出規劃。

甲烷排放目標：力爭到2025年甲烷排放強度較2019年降低50%左右。

中國
市場

歐洲
市場

其他
市場

質
量
安
全
環
保
部

中國石油

履
約
主
體

分公司甲

分公司乙

分公司丙

碳排放監測、
報告、核查交易

中國石油碳資產管理體系

碳資產

管理

碳盤查

減碳解決
方案

信息公開 碳中和

碳交易

碳金融

50%

力爭到2025年甲烷
排放強度較2019年
降低50%左右

公司識別的主要氣候相關風險及應對措施

風險 因素 措施

經營方面

●	 碳排放權政策可能會對

公司成本支出和利潤產

生影響

●	 加大地熱供暖，積極

推進油氣田生產清潔

替代，加快公司低碳

轉型，加強碳資產管

理，積極參與碳排放

市場建設

政策法規方面

●	 中國政府未來將實施更

為嚴格的環保和安全法

規，以及強制推行更高

的成品油標準，遵守這

些新規和標準會增加公

司的合規成本

●	 一些限制溫室氣體排放

的國際、國內及區域性

的條約和協議以及一些

國家已經采用或正在考

慮采用的監管措施可能

給公司帶來高額支出，

造成運營成本增加和利

潤减少

●	 密切關註碳交易相關

政策法規變化

物理因素

●	 由於氣候變化導致的臺

風（颶風）、風暴潮、

洪水等自然災害，可能

會對公司資產和生產經

營帶來直接損害，供應

鏈中斷會給公司帶來間

接影響。特別是自然災

害對沿海地區企業資產

的損害、缺水地區水資

源供應緊張的加劇

●	 密切監測、定期更新

氣候相關數據，及時

發布預警

●	 加強HSE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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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030年 2050年至2020年，單位營業收入二氧化碳

排放當量比2015年下降25%①

至2030年，持續增加天然氣等清潔能源的

供給，公司國內天然氣產量占公司國內一

次能源比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產量占

公司國內一次能源比例實現提升

至2050年，公司國內天然氣產量占公司國內一

次能源比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產量占公司

國內一次能源比例實現持續提升

戰
略
目
標

公司低碳發展規劃 3.	低碳發展融入科技創新

●	 強化產、學、研、用相結合，加快先進技術和成果的轉化

與推廣

●	 打造低碳科技支撐條件平臺，提升節能減排與環境保護科技自

主創新能力

●	 推行綠色製造技術，提升產品裝備低碳環保水平，推進全生命

周期保護生態環境、節約資源能源

●	 參與油氣行業氣候倡議組織等國際交流，在削減甲烷排放、

推動CCUS發展、提高能效、减少交通行業碳排放強度等方

面開展合作

保
障
措
施

1.	低碳發展融入公司戰略

●	 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基礎，合理

布局產業規劃和項目建設，完善

低碳發展分領域、分階段的政

策，引入碳成本評估機制，開展

建設項目碳評估，减少對高碳排

放業務的布局和投入

●	 開展企業相關資產的壓力測試，

對受影響資產加強管理措施

●	 完善退出標準，對開采耗能高、

含水率高的油田區塊以及單位產

品碳排放量高、市場需求低的煉

化裝置實施逐步退出政策

2.	低碳發展融入企業管理

●	 完善綠色低碳發展制度體系和工作機制，將碳

排放強度、任務措施落實情况、試點示範進展

等作為重要內容，加強專項督查，推動目標任

務的實現

●	 健全溫室氣體排放計量檢測體系，開展溫室氣體

排放核算，定期編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實施第

三方核查評估

●	 建立溫室氣體管控體系，完善碳排放配額管控

和碳資產集中管控模式，規劃和落實控排工

程、控排措施，有效降低排放強度，確保風險

受控

4.	低碳發展融入社會責任

●	 積極宣傳低碳發展理念，認真落實生態文明舉措，

支持開展低碳行動，啟動低碳示範區建設

●	 設立低碳發展氣候投資基金，創新商業模式和運行

方式，加強社會資本合作、企地合作和社區共建，

推動社會低碳實踐

●	 按照“一帶一路”倡議總體部署建設相關低碳示範

工程，積極參與氣候變化南南合作，樹立負責任的

能源企業形象

加強碳排放管理

●	 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淘汰落後產能，實施節能減排

●	 能源結構優化調整，大力推進地熱能、風能、太

陽能等清潔能源對油氣田生產傳統用能的替代

●	 加強溫室氣體回收利用（CO2利用，油氣田甲烷

回收）

●	 制定碳排放管理規定，規範企業碳排放

●	 開展溫室氣體排放監測、報告與核查（MRV）

提高能效

●	 推進能源管控建設

	在38家油氣田、煉化企業推進能源管控建設

	 200余人次參加能源管控系列標準培訓

	 投入6.6億元實施節能節水技術改造

	 對12297臺（套）抽油機、加熱爐、泵機組等用

能設備能源利用狀况進行測試和評價

進一步加大科技支撐引領低碳減排工作力度，CCUS關鍵技術試

驗取得新成效，减少生產過程中的溫室氣體排放

●	 註重加強低碳環保科技基礎條件建設和科技創新人才隊伍建

設，推進產、學、研、用結合，《低碳與清潔發展關鍵技術研

究及應用》重大科技專項攻關取得重要進展

●	 CCUS關鍵技術攻關試驗與應用示範取得新進展，支撐吉林

CCUS工業試驗、長慶、新疆示範工程建設與實施

●	 吉林油田二氧化碳驅油示範工程累計封存二氧化碳190余萬噸

積極參與OGCI框架下的各種活動

●	 發布OGCI《中國CCUS商業化白皮書》

●	 組織召開9場交通運輸減排圓桌論壇

●	 與成員公司共同發布2020年OGCI年度工作報告

●	 現有綠地總面積達到2.866億平方米

●	 全年累計植樹281.1萬株

●	 支持地方綠化建設，綠化面積727.23公頃，植樹

165.6萬株

●	 建設首個碳中和林——大慶馬鞍山碳中和林

2020年進展

加強碳交易履約與碳資產管理

●	 2020年，公司納入全國碳排

放權交易市場的企業全部完成

履約

●	 公司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比

2019年下降3.81%

●	 2020年，公司國內天然氣產量占

公司國內油氣產量當量比例達到

47.2%

① 公司2019年單位營業收入二氧化碳排放當量比2015年下降25.17%，完成該目標。2020年，由於油價變化和管道業務重組，公司營業收入受到影

響，同口徑無可比性，公司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比2019年下降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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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7
温室气体直接

排放量

百萬噸CO2當量

實例	 中國石油首個碳中和林建成

2020年11月，中國石油在大慶馬鞍山建成首個碳中和林。

何為“碳中和”

碳中和是指企業、團體或個人測算在一定時間內直接或間接產生的溫室氣體排

放總量，通過植樹造林、節能減排等形式，抵消自身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實現

二氧化碳“零排放”。

要達到碳中和，一般有兩種方法：一是通過特殊的方式去除溫室氣體，例如碳

補償。二是减少碳排放。碳中和林就是通過造林中和碳排放的生態補償辦法。

中國石油的碳中和林

精心挑選地塊和適應力強、景觀效果好、碳匯功能大的落葉闊葉喬木、常綠針

葉喬木，兼顧生物多樣性原則混交種植。栽種的樹木既有較強的固碳能力和觀賞

性，也有較高的經濟價值。

公司支持和參與的溫室氣體減控計劃與倡議

《巴黎協定》
《中國應對氣候

變化國家方案》

《中國應對氣候

變化規劃（2014—
2020年）》

《中國石油和化

學工業碳達峰與

碳中和宣言》

二氧化碳捕集、利
用與封存產業技
術創新戰略聯盟
（CTSA-CCUS）

油氣行業氣候倡

議組織（OGCI）

栽植喬木總面積

510畝

實例	 積極參與OGCI	推動行業碳減排

作為OGCI在中國的唯一成員，母公司中國石油集團深度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

合作，與其他OGCI成員公司為應對氣候變化、實現油氣行業低碳轉型開展合作，研究

制定“十四五”CCUS業務發展規劃。公司積極參與母公司在OGCI框架下的減排合作。

履行減排承諾

公司董事長戴厚良簽發《OGCI-CEO聯合公開信》，重申在新冠疫情及低油價沖

擊的挑戰下，OGCI及成員公司將繼續履行承諾，積極推動碳減排行動。

我們與OGCI成員公司共同發布降低上游領域平均碳強度的計劃目標，承諾到2025
年，成員公司的碳排放強度從2017年的23千克二氧化碳當量/桶油當量削減至20~21千

克二氧化碳當量/桶油當量，甲烷平均排放強度降至0.25％以下，並努力達到0.2％。

發布《中國CCUS商業化白皮書》

對國內外CCUS商業化政策開展對標研究，並針對性地提出了中國CCUS商業化

方案，舉辦“CCUS商業化白皮書：油氣行業目標與行動”研討會。

推進公司甲烷排放管控和CCUS項目

出臺《甲烷排放管控行動方案》，部署實施“七大工程”，推動公司甲烷排放管

控工作提升至世界一流水平。完成新疆準噶爾盆地CCUS產業促進中心研究，CCUS
能力為100萬噸/年的一期方案設計通過專家論證，二期能力將達到300萬噸/年，具備

1000萬噸/年的潛力，得到國家生態環境部和能源局的肯定。

致力可持續交通

作為OGCI交通運輸工作組的牽頭企業之一，我們與成員企業一起，選定優先發

展的低碳燃料路線，並邀請全球石油、氫能和道路交通等行業組織機構，召開交通

運輸減排圓桌論壇，承辦線上“可持續交通發展機遇論壇”。

行業交流

公司與國內外同行、專業機構就低碳轉型、碳減排進行深度交流。組織召開9場

交通運輸減排圓桌論壇；攜手成員公司發布2020年OGCI年度工作報告。

發展清潔能源

我們著眼於未來清潔能源可持續供應，大力發展天然氣，加大新能源和新材料

業務布局，滿足社會對清潔、高品質能源和產品的需求。

天然氣

天然氣是公司戰略性、成長性和價值性業務，也是化石能源向清潔能源過渡的

橋梁，大力開發利用天然氣是貫穿綠色低碳轉型發展的基礎性工程。公司持續加大

天然氣勘探開發力度，推進常規天然氣以及致密氣、頁巖氣、煤層氣等非常規天然

氣的勘探開發，多渠道引進國外天然氣資源，構築多元化能源供應體系。

	致密氣	 31.8%

	煤層氣	 1.9%

	頁巖氣	 10.3%

	常規天然氣	 56%

167.44
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

百萬噸CO2當量

39.87
温室气体间接

排放量

百萬噸CO2當量

2020年公司
國內天然氣
產量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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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利用與替代

我們積極推動天然氣在城市燃氣、工業燃料、天然氣發電、化工原料、車用燃

料等方面的綜合利用。為滿足“煤改氣”用戶用氣需求，保障資源穩定供應，公司

加強需求側管理，確保北方七省市廣大群眾溫暖過冬。

實例	 “暖人心”的氣代煤工程

中國的“氣代煤”工程從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逐步擴展到汾渭平原，覆蓋了兩區

域39個城市，是打贏藍天保衛戰的關鍵“戰役”。中國石油作為“氣代煤”工程的

主力軍，攜手地方政府、行業公司全力滿足北方人民清潔取暖需求。

2020年，公司承擔河北石家莊、雄安新區和山東等地42萬戶改造任務，惠及人

口近200萬，冬季“氣代煤”用戶供氣量達4億立方米，可替代燃煤60萬噸。在緩解

冬季散燒煤產生污染的同時，保障了人民溫暖過冬。

數據來源：中國石油集團經濟技術研究院《能源數據統計》

綠色動力優化能源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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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和替代能源

公司將發展新能源和替代能源視為推動綠色低碳轉型發展的新動能。2020年，

我們增設新能源新材料事業發展領導小組，加強新能源發展戰略和規劃，繼續拓展

地熱能、太陽能、生物燃料，以及充（換）電站等新能源業務，特別是在氫能領域

取得了長足進展。

●	 沁南、鄂東兩大煤層氣產業基地，產能22.7億立方米/年

●	 2020年生產煤層氣21.8億立方米

●	 中國石油川南頁巖氣年產量達116億立方米，日產量連續

3年實現千萬立方米級增長

非常規天然氣

煤層氣

頁巖氣

2020年，公司天然氣產量1195.2億立方米，其中國內1130.9億立方米，同比

增長9.9%；加大引進海外管道天然氣、LNG，公司國內天然氣銷售量1725.9億立

方米，為優化我國能源結構、建設美麗中國增添了“底氣”。

 中國天然氣消費量（億立方米）①

 中國石油國內天然氣銷售量（億立方米）

 天然氣占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結構比重（%）②

註：①② 2020年數據為估算數據。

公司國內天然氣產量占全國
天然氣總產量比例

70.3%

天然氣在公司國內油氣產量
當量中的比重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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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環保產品

我們以能源產品升級促進能源消費結構優化。公司所屬煉廠全面供應國Ⅵ標準

2 0 2 0年，公司及下屬子

公司未發生被列入生態環境

部公布的污染嚴重企業名單

的情形。

2020年完成《污染治理升級方案》

●	實施《2020年污染防治項目清單》

●	印發公司《強化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方案》

●	全面完成2萬多座加油站防滲改造

●	達成藍天、碧水和凈土各項任務目標

汽柴油，滿足市場對高質量油品需求。下游綠色化工產品製造水平和全生命周期綠

色管理水平持續提升，有效支持國家完成大氣污染物減排目標。

生態保護

公司積極響應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全球倡

議和國際公約以及中國政府生態文明建設各項要求，嚴格執行國際國內相關法律法

規，並借鑒行業領先環保實踐經驗，實施生產作業全生命周期管控，嚴格生產過程

中的廢物、污染物排放管控。我們修訂完善《環境保護管理規定》，升級綠色發展

相關行動計劃，配套實施《污染治理升級方案》《生態保護行動綱要》和低碳發展

規劃，著力構建全方位、全領域、全產業鏈綠色發展體系，探索踐行低能耗、低排

放的綠色生產發展模式，努力實現與環境的和諧。

持續提升HSE管理

公司高度重視健康、安全與環境（HSE）工作，始終把HSE工作作為我們業務

發展的前提要求。我們堅持“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環保優先”的綠色發

展理念，在全球範圍內施行統一的HSE管理體系，形成了全球一體化的HSE工作平

臺和風險管控平臺。公司HSE管理體系通過ISO	14001認證，並每年開展HSE體系

審核，不斷加大監管力度、強化安全培訓，努力提升HSE管理績效。

我們建立環境保護激勵機制，對環境保護工作成績突出的單位和個人予以表

彰，對檢舉環境保護違法違規行為的個人給予保護和獎勵。將環境保護工作納入公

司管理層及地區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績效考核內容，實行環境保護工作問責制和生態

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

2020年，公司著力提升環境風險預防和管控能力，進一步完善環保管理“一

崗雙責”制度體系，紮實推進污染治理和環境保護，安全環保形勢穩中向好。

中國石油加氫站服務冬奧

3000
2020年光伏
發電量

萬千瓦時

公司推進的新能源和替代能源研究方向

新能源發展方向 2020年進展

地熱

●	 加快地熱資源精細評
價、加快形成經濟適
用熱儲增產改造技
術、探索中高溫地熱
發電技術及幹熱巖勘
探開發利用技術

●	 在華北、遼河、冀東、大港等油田周邊推進地熱
供暖及生產用能替代，新增地熱供暖面積184.6
萬平方米，地熱利用替代標準煤22.2萬噸

●	 建立砂巖和碳酸鹽巖熱儲地熱可采系數指標，構
建地熱經濟評價和方案優化軟件系統，優化形成
深井換熱、回灌工藝及高效熱泵等技術系列

太陽能

●	 利用油田資源與社會
力量建設光伏發電替
代傳統生產用能

●	 光伏裝機容量31.5兆瓦，2020年光伏發電3000
萬千瓦時

氫能

●	 重點發展可再生能源
制氫、低成本氫制
取、氫液化及儲運等
技術

●	 完成加油/加氫合建站工藝包開發，加氫站設計
建設與安全運營技術研究取得新進展

●	 開工建設2座示範加氫站

●	 支持北京市及冬奧會氫能供應保障

工作，在首都機場、北京-張家口高

速沿線、2022冬奧氫燃料車泊車點

布局建設加氫站，布局若幹高速氫

走廊，積極構建氫能產業鏈和關鍵

材料自主核心技術體系及標準體系

●	 成立上海中油申能氫能科技有限公

司，搭建起以氫能為主的合作新平

臺，籌建上海臨港新片區首座油氫

合建站

●	 簽署70Mpa加氫站項目

合作協議，推進示範加

氫站建設進程

●	 正在進行可再生能源制

氫示範工程的前期論證

工作，規劃“十四五”

末建成可再生能源制氫

示範工程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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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環境風險管理機制年度進展

完善環境風險管理機制

公司不斷完善以“三級防控”為核心的環境風險防控體系，開展環境風險識別

評估，確定了公司“六大環境風險因素”，持續開展生態環境隱患排查治理，建立

健全“分層管理、分級防控”的環境風險管理機制，定期組織開展應急演練和應急

監測演練，不斷提高企業的環境風險防控能力。

實例	 污染源在線監測系統

公司持續加大廢水廢氣污染源在線監測管控。中國石油污染源在線監測系統具

有靈活、高效、直觀、智能等先進技術特點。系統綜合運用先進信息化技術手段，

通過缺失異常數據自動識別研判等方式，服務於污染物排放智能預測等工作。

截至2020年底，中國石油聯網監控污染源達680個，國家重點排污單位名錄中的

所有重點污染源全部受控，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高架源全部受控。污染源自動監控範

圍覆蓋中國石油全部主要生產裝置及污染源。

水資源管理

公司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中華

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等適用的關於水資源保護和防治水污染相關法律法規。

提高用水效率。貫徹落實《國家節水行動方案》。通過強化節水管理、加強節

水技術改造等措施，减少新鮮水用量，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獨山子石化分公

司獲得工信部等四部委授予的“2020年重點用水企業乙烯行業水效領跑者”稱號。

加強水污染物治理。采取必要的預防與控制措施，有效控制水體污染風險，努

力預防石油泄漏問題的發生。將油氣田企業稠油汙水、采油廢水、壓裂返排液等外

排污水進行綜合利用，開展煉化企業重點污染源汙水治理及汙水處理廠提標改造，

加強汙水深度處理。在處理傳統常規水污染物的同時，不斷加強對總氮、總磷和石

油類等特征污染物的治理。

2020年，公司2萬多座在運

加油站防滲改造全面完成

●	 印發《關於開展2020年度生態環境隱患排查治理工

作的通知》

●	 制訂《生態環境隱患排查實施規範（試行）》

●	 地區公司全面開展生態環境隱患排查治理工作

●	 修訂《中國石油環境事件管理辦法》

●	 加強突發環境事件和環境違法違規事件管控，實施環

境事件升級調查及升級處理

建成生态环

境隐患常态

化排查治理

机制

加大事故

问责力度

分層管理

分級防控

污染物
超標排放

放射源
失控

環保
違法違規

油氣泄漏
污染

安全事故
次生污染

生物多樣
性破壞

六大環境

風險分類管理

中國石油智能環保管理系統

環境事件

管理系統

污染源在線

監測系統

VOCs

管控平臺

VOCs綜合

治理督辦平臺

環境風險

管理平臺

生態環境隱患

排查與治理

調度平臺

固體廢物

管控平臺

公司全年新鮮水用量76995萬立方
米，降幅為3.01%

3.01%

節水量

944萬立方米

加工噸原油新鮮水用量

0.515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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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	 公司固體廢物管控系統上線運行

公司開發固體廢物管控系統，按照“產生單位填報、企業審核、總部監管”的

基本原則，將危險廢物全過程合規管控的責任分解落實到每一個相關基層單位、每

一個環節、每一個點位和每一位責任人，實現了一般工業固體廢物、危險廢物的全

過程在線監控、分類管理和統計。

實例	 公司油氣生產固體廢物實現源頭控制

公司研發的油氣開發鉆井固廢污染防控與資源化利用技術，實現了油氣生產固

體廢物“近零”排放，已在國內外18個油氣田應用。該技術改變了傳統固廢處理模

式，實現：

●		鉆井液向環境友好型轉變

●		廢鉆井液處理方式由泥漿坑沉降處理向不落地回用處理轉變

●		鉆井廢物由就地固化填埋處理向回收利用及資源化產品轉變

2020年，公司繼續強化煉

化業務固定污染源環境監管，

實現煉化企業排污許可管理全

覆蓋。

大氣污染物治理

公司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規，不斷加強常

規大氣污染物和特征大氣污染物治理。2020年，公司按國家和地方要求對燃煤

鍋爐開展超低排放改造，實施燃油燃氣鍋爐低氮改造，催化裂化裝置實施脫硝改

造；確保加油站油氣回收、電廠燃煤鍋爐、煉化催化裂化、重整等裝置廢氣治理

設施穩定運行。

生物多樣性保護

公司致力於减少生產運營可能給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帶來的潛在影響。我們

堅持源頭管控，實施全產業鏈、全生命周期的生態環境管理。在設計規劃階段，使

設施和進出路線繞行生物自然、敏感和重要棲息地；在整個開采設施生命周期內，

采取措施限制幹擾，最大程度地减少對生物多樣性影響；在運營期間及關閉後，采

取措施逐漸恢復受影響的區域，復原/恢復生態系統；對於無法避免的長期影響，在

區域外開展生物多樣性補償。

公司發布《生態保護行動綱要》，開展綠色礦山創建活動，有序退出環境敏感

區，盡最大努力减少耕地占用，做好水土保護、植被恢復，努力恢復作業區域生態

環境。2020年，公司清退環境敏感區油氣水井281口。

2020年

二氧化硫
排放量下降5.7%

氨氮排放量
下降4.5%

化學需氧量
排放量下降

3.7%

氮氧化物
排放量下降
12.8%

節約建設用地

1190公頃

截至2020年底，公司已有47家油氣

生產單位入選全國綠色礦山名錄

47家

中國石油助力凈土保衛戰		獲生態環境部肯定

中國石油作為全國企業用地調查試點單位，積極配合國家生態環境部工

作要求，形成《中國石油土壤和地下水環境調查工作方案》，並邀請國家級

專家定期對企業人員進行專項培訓，保證參訓人員及時掌握管理和技術要

求。2020年底，中國石油完成全部調查工作，國家抽查通過率達到100%。

2021年2月，生態環境部土壤生態環境司對中國石油在全國重點行業企業用

地土壤污染狀况調查工作中的突出表現予以表揚。

100%

公司鉆井廢物資源化
利用及無害化

處理率

土地資源管理與保護

公司高度重視保護土地資源，制定了《土地管理辦法》，致力於實現土地資源

的可持續利用。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過創新節地技術和管理模式，在生產作業過程中節約集

約用地，嚴控土地增量、盤活土地存量，並積極開展土地復墾、礦山地質環境治理

恢復等工作。

廢物處置與生態修復

公司高度重視危險廢物監管，重要的生態環境風險領域實現生產全過程管理。

公司建立了統一的危險廢物全過程管控平臺，實現危險廢物三級管控機制。開展

含油汙泥、鉆井廢物、廢催化劑等固體廢物收集、貯存、運輸、利用、處置全過

程管控。

同比下降

復墾土地

約8220公頃

退出建設用地

約471公頃

公司進一步加強VOCs排放管控，推

進煉化企業2020年VOCs治理攻堅

和對標達標行動，成品油銷售企業開

展重點區域夏季“夜間卸油、錯峰加

油”讓利行動，得到各地生態環境主

管部門的高度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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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	 創建綠色礦山		打造生態示範油田

長慶油田是中國第一大油氣田，在上產6000萬噸的征程中，堅持以綠色礦山創

建為中心，加大油氣田污染防治力度，以實際行動踐行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

發展。

油氣開發區域每年

新增綠植300萬平方

米，綠化覆蓋率95%

退出環境敏感區油氣

水井近千口、場站數

十座，並對退出井場

和站點及時進行了生

態恢復

在隴東油區建成20個

生態環境保護區和80
多萬畝碳匯林

5座天然氣凈化廠

配套尾氣處理裝

置，年減排SO2

數千噸

142座站點加熱

爐 由 煤 （ 油 ）

改氣

2018-2020年，

拆 除 井 口 燃 煤

加熱爐3968臺

全面實施鉆井廢

物“不落地”，

累 計 處 置 泥 漿

（巖屑）約720
萬噸

2020年，所涉企業實施污染治
理升級項目

60項

環境保護

綠色生產

全產業鏈全過程生態環境管理

全過程環境管理

多級風險防控

生態保護 監測治理 生態恢復環境管理 評估

施工 投產 驗收項目建設 設計

銷售和貿易

勘探開發 油氣儲運

煉油化工

利
益
相
關
者
溝
通

利
益
相
關
者
溝
通

實例	 保護黃河流域生態環境

黃河流域是公司重要的能源生產基地和發展區域。公司高度重視黃河流域生

態環境保護工作，成立專門領導小組，實施《強化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方

案》，持續加大企業環保治理力度，構建防控長效機制。公司在黃河流域的生態環

境保護水平和風險防控能力不斷提升。

為做好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工作，公司：

●		部署生態保護、清潔生產、廢水、廢氣、固體廢物、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環境風險防控、環境監管8項工作任務

●		油氣田企業全面推廣清潔作業，持續開展油泥資源化利用

●		煉化企業不斷提高環保精細化管理水平，健全水污染“三級防控”體系

●		銷售企業全面完成加油站地下儲油罐防滲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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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發展與權益

員工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我們將促進員工的全面發展作為公司的重要發展

目標之一，保障員工權益，促進身心健康，搭建成長平臺，推進本地用工，加強

海外安保，努力創造包容、平等、互信、協作的工作環境，實現公司價值與員工

價值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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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權益

我們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尊重和平等對待每一位員工，維護和保障員工的

各項合法權益，努力解決員工最關心、最現實的問題，將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

惠及全體員工。

依法平等用工

我們認真遵守《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消除就業和職業歧視公

約》等中國政府批準的國際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

動合同法》等國內相關法律，以及東道國的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建立了《勞動

合同管理辦法》《境外用工管理辦法》等包括勞動合同管理、工資保險與福利、休

假、業績考核和職業培訓等比較完善的用工管理制度體系，依法規範用工行為。我

們嚴格遵守關於解雇、工作時長的適用法律法規，結合公司情况制定了覆蓋公司所

有企業、全員和全過程的管理規定與實施細則。開展依法用工自檢自查，規範招

聘、晉升及勞動合同解除，切實保障員工合法權利。公司對不同國籍、民族、種

族、性別、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員工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嚴格遵守國家《禁止

使用童工規定》和海外業務所在國家和地區關於禁止雇用童工的法律要求，禁止雇

用童工，抵制一切形式的強迫和強制性勞動。註重促進當地居民、女性、少數民族

和大學生就業，努力增加當地社區的就業機會。嚴格落實女性員工孕產期、哺乳期

休假規定，保障女性員工權益。公司向社會公開招聘，不設置種族、性別、宗教信

仰等條件限制。

2020年，公司在雇用方面

未發生對業務有重大影響的違

規個案。

完善薪酬福利制度

公司進一步完善績效考核和薪酬分配制度，區分企業功能定位和業務特點，實

行差異化的工資總額分級分類管控模式，健全完善與勞動力市場基本適應、與企業

經濟效益和勞動生產率相掛鉤的市場化工資總額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制定印發

提質增效專項激勵約束辦法，優化專項工作獎勵政策，健全完善差異化薪酬分配機

制，大力推進實施科技型企業分紅激勵政策，有序推進多要素參與分配，薪酬分配

進一步向效益貢獻大、投入產出效率高的單位傾斜，向生產一線、關鍵崗位人員，

以及緊缺急需的高層次、高技術、高技能人才傾斜，讓員工更好地體現自身價值。

積極履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相關要求，按時足額為員工繳納各項社會

保險費用，完善企業年金和企業補充醫療保險制度，改善一線員工生產生活條件，

保障員工切身利益。

●	 制定印發提質增效專項激勵約束辦法，優化專項工作獎勵政策

●	 簽訂公司總裁班子和地區公司領導人員2020年度業績合同，實現考核全覆蓋

●	 按照分級授權管理模式，指導推進公司和企業兩級機關員工、中層及以下

經營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操作技能人員業績考核

2020年，公司產假/陪產假後回到

工作崗位和保留工作的員工比例達

到100%

100%

2020年

	 25歲以下員工	 1.29%

	26-35歲員工	 12.56%

	36-45歲員工	 27.35%

	46-55歲員工	 49.08%

	56歲以上員工	 9.72%

員工年齡
比例

	碩士及以上學歷	 4.23%

	本科學歷	 34.82%

	大專學歷	 22.80%

	中專及以下學歷	 38.15%

員工學歷
比例

	經營管理人員	 28.57%

	專業技術人員	 14.08%

	操作技能人員	 57.35%

員工職位
比例 民主公開溝通

公司充分尊重員工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註重發揮員工民主管理、民主參與、

民主監督作用，普遍建立並不斷完善工會組織和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民主

管理制度和廠務公開制度，保障員工對企業管理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通過

明確職代會各項職權、組織制度和工作制度，進一步規範廠務公開的內容、程序和

形式。

公司建立了多種與員工溝通聯繫的渠道，堅持履行民主程序，通過員工代表

座談會和網絡互動等形式，開展多層次溝通和交流，鼓勵員工參與企業生產經營

管理。

女性管理人員占公司員工總數比例女性員工占公司員工總數比例

27.52% 7.28%

全職員工比例100%

100%

少數民族員工占公司員工總數比例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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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

我們重視員工的心理健康。公司持續完善員工療養、休假等制度，定期組織員

工健康體檢，開通心理咨詢熱線和網站，開展多種形式的心理健康知識宣傳培訓，

引導員工樹立積極、健康的心態。開展心理健康管理培訓，不斷深化員工幫助計劃

（EAP），組織心理專家開展心理健康咨詢服務，為員工心理健康提供更多保障。

公司海外心理健康團隊全年為約3000名員工提供心理測評服務；疫情期間，為海外

重點地區和項目400多名海外員工提供“一對一”在線心理咨詢。

2020年職業健康重點工作

作業場所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率

接觸職業病危害員工職業健康

體檢率

員工職業健康監護檔案建立率

99.33%

99.25%

在海外開展4起緊急跨國轉運，

遠程成功救治4名重癥患者

4名

100%

職業健康信息
普查

響應“健康中

國2030”

● 開展2020年《職業病防治法》宣傳周活動

● 在塔裏木油田分公司和蘭州石化分公司對重點崗位員工開展健

康風險評估，對患高血壓等慢性病員工積極實施健康幹預

● 通過企業自查、專業公司督查、總部核查，掌握危害因素檢

測等職業健康基礎信息，為科學決策和做好職業健康工作奠

定基礎

● 發布公司《貫徹落實〈“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實施

方案》

海外疫情防控

● 建立總部、專業公司、涉外企業和海外項目四級聯防聯控機

制，加強區域統籌協調，實現疫情防控全覆蓋、無死角

● 成立7個區域技術支持組，分片區、分國別為海外項目提供防疫

指導，科學研判疫情形勢，組織6次總部層面國際業務疫情防控

視頻專題會

● 建立國際業務疫情防控制度體系，推行針對性強的防控措施

● 海外疫情防控累計視頻巡檢5333次，累計培訓52490場次

● 向伊拉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乍得、尼日爾派出5支

醫療隊，極大提升了現場的疫情防控能力

職業健康知識

普及宣傳

健康風險評估
試點

● 更新發布《出國健康體檢及評估管理規定》，實現出國人員健

康體檢和評估全覆蓋，累計體檢評估1.74萬人，648人通過健

康促進明顯改善了健康狀况

海外員工健康
管理

健康與安全

公司的健康和安全管理覆蓋包括供應鏈企業在內的全體工作人員。我們高度重

視施工作業安全、健康管理與保障，持續改善勞動條件；遵守業務所在地法定工作

時間及節假日規定，關註員工心理健康，把員工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職業健康

公司認真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規範職業健康管理，突出職

業病危害防控，認真落實防毒、除塵、降噪等方面的職業病危害防護措施。

● 升級員工幸福平臺，更新

100多篇心理健康方面的

文章，更新10門心理學視

頻課程，平臺月平均點擊

量超過13000次

海外員工幫助計劃

● 心理健康咨詢熱線全年服

務時長2017個小時

● 為海外7251名員工和

家屬，提供31場在線心

理健康講座

實例	 全方位構建海外員工心理健康防護機制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公司通過加強海外項目物資需求摸底、搭建遠程醫療

支持平臺、組織遠程防疫知識和心理健康咨詢講座、海外醫療隊與國內專業衛生機

構建立聯繫、為員工提供身體健康診斷等措施，全方位構建海外員工身心健康防護

機制，保障海外員工的身心健康。

安全與安保

公司把安全生產作為企業核心價值落實到生產經營各個方面和環節，積極推

進安全生產長效機制建設，全面提高安全生產管理水平。2020年，繼續采取一系

列監管舉措促使安全責任進一步落實，基層基礎工作進一步夯實，安全生產形勢

保持穩定可控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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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堅持“員工生命高於一切”，建立海外安全防控管理體系，深化社會安全管理體系運行，全面加強社會安全風

險防控，持續提升突發事件應急處置能力，海外項目全年杜絕了社會安全亡人事件。

因工傷損失工作日數

6806天

因工死亡人數

2人

總事故率

0.0495起／百萬工時 2018 2019 2020

0.05

0

0.10

0.15

0.20

0.08

0.14

生產安全事故死亡率（FAR）（人/100百萬工時）

0.07

●	 建立安全績效評估制度

●	 開展安全能力評估、日常安全工作評

估、安全績效綜合評估

●	 對違反國家安全生產法律法規和合同

約定的，從嚴追究其責任

●	 對安全績效評估不合格和發生嚴重事

故的承包商一律棄用

●	 按照“誰發包誰監管，誰用工誰負

責”的原則，嚴格落實承包商的安全

監管責任

●	 對承包商安全管理情况進行專項督查

能力提升

●	 推行承包商管理人員持證上崗制度

●	 提供制度建設、HSE體系審核、安

全管理、應急處置方面的培訓

嚴格篩選

●	 實行承包商和供應商準入安全資質

審查制度

●	 建立安全業績記錄

●	 定期公布合格承包商名錄，清退不合

格承包商

評價考核 過程控制

中國石油
供應鏈安全
管理流程

全年共組織海外防恐安全培訓

班130期，培訓9841人次；為

適應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創

新培訓模式，將培訓從線下改

為線上。

9841人次

持續推進社會安全

管理體系建設

強化社會安全

風險評估

加強海外

應急管理

海外員工防恐

安全培訓

2020年海外安保重點行動

●		對26家企業開展五維績效考核

●	完善國別風險評估指標，對13個國家（地

區）社會安全風險等級進行調整

●		完成哈薩克斯坦、伊拉克等重點國家社會安

全風險評估報告

●			組織疫情常態化下綁架風險應對和熱點地區

形勢分析視頻研討會

●			發布安全風險提示共11次

●			嚴格審批海外高風險以上國家（地區）新項

目安保方案，完成安保方案審批289個

●		更新發布公司《涉外社會安全突發事件專項

應急預案》和《涉外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專項

應急預案》

●		修訂所屬企業社會安全3項專項應急預案

●		宣貫公司最新應急預案

●		開展社會安全應急預案培訓和演練

●		進行海外項目應急預案和安保方案備案評審

●	開設海外防恐安全培訓班130期，培訓9841

人次；海外員工防恐安全培訓率為：管理崗

89.24%；操作崗97.38%（受全球新冠疫

情影響，海外項目員工倒班輪換嚴重受阻，

導致培訓率低於往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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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	 開展“雲培訓”確保人才培養不間斷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我們持續加強技能人才隊伍建設。創新培訓形式，組

織高技能人才從“線下”到“線上”開展“雲培訓”，確保人才培養不間斷。

●	 舉辦首屆培訓項目設計大賽，搭建人才培養共建

共享平臺

●	 啟動組織人事幹部崗位任職標準體系建設，明確

培訓體系架構和序列

●	 集移動學習、培訓管理、知識管理於一體的智慧

雲學習平臺——“中油e學”上線

●	 以網絡直播、專題班、考試等多種方式，以及線

上線下混合式培訓，實施網絡培訓項目252個，

為員工快速成才提供有效助力

加強崗位

培訓標準化

體系建設

推進

“互聯網+培訓”

員工成長

公司關註員工在不同階段的發展需求，重視員工職業生涯規劃，不斷創新人才

成長環境和體制機制，註重人才成長資源保障體系建設，為員工實現自我價值提供

廣闊的舞臺。

員工培訓

公司實行“兩級計劃、三級培訓”管理機制，有力保障員工培訓覆蓋面和實效

性，大力推進“互聯網+培訓”挖潛人力資源價值，持續創新培訓方式，實行多樣

化、差異化職業培訓，努力實現員工成長與公司發展的良性互動，員工隊伍素質和

能力得到有效提升。2020年，我們在特殊時期實現培訓“不停歇、高質量、全覆

蓋”。全年公司共組織開展5600個面授培訓項目，其中總部組織實施培訓項目158

個，培訓2萬余人次。

全年實施培訓項目

5600個

總培訓時長

1400萬學時

一線員工培訓率

100%

員工參加面授培訓

27.7萬人次

員工參加面授培訓

1108.4萬人次

人均培訓時長

40小時

高級技能人員和關鍵操作崗位員工培訓率

100%

2020年

經營管理人才

專業技術人才

國際化人才

操作技能人才

2020年四大人才培訓工程主要培訓項目

●	 戰略領導力培訓班

●	 公司中青年幹部培訓班

●	 總會計師培訓項目

●	 關鍵崗位處級幹部培訓項目

●	 重點人才工程人選能力提高班

●	 赴清華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高校進修項目

●	 主體專業高級技術人才示範性培訓項目

●	 國際化人才“千人培訓工程”項目

●	 一線生產創新方法專題培訓

●	 技能專家學術研修班

●	 企業班組長綜合能力提升示範培訓班

●	 高技能人才示範項目

●	 開展“石油名匠”培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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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暢通職業發展通道

公司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原則，建立民主、公開、競爭、擇優的人

才選拔機制，努力創造各類人才脫穎而出、人盡其才的良好環境和氛圍。我們重視

員工職業生涯規劃，努力為員工實現自我價值拓展事業發展空間。

2020年，我們持續推進建立專業技術崗位序列制度改革，不斷完善崗位動態調

整機制、評價選聘機制、薪酬激勵機制，為專業技術人員提供獨立、暢通、穩定的

職業發展通道。我們持續推進科技領軍人才和後備骨幹隊伍建設，目前擁有石油科

學家培育對象26名，青年科技英才培養人選552名。啟動技能人才培養開發工程，

深入實施操作員工技能晉級計劃、創新創效能力提升計劃和“石油名匠”培育計

劃，取得了顯著效果。

我們堅持“以賽促訓，訓賽結合”，通過職業技能競賽提升員工職業技能和專

業素養，促進一線員工成長，檢驗基層培訓成果。2020年，在全面開展企業級職業

技能競賽基礎上，公司采用“崗位大練兵+技能大講堂+技能大比武”的方式組織和

參與各級職業技能競賽50余場次，參與員工17萬余人次，在公司級及以上比賽中榮

獲金牌47枚、銀牌75枚、銅牌112枚，湧現出7名“全國技術能手”，實現技能等級

破格晉升500余人。

截至2020年底

培養科技領軍人才和後備骨幹

93
個

185
名

569
名

21
個

468
名

23
名

26名 552名

參與 舉辦第29屆孫越崎能源科學技

術獎

中國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

院長馬新華榮獲能源大獎；中

國石油石油管工程技術研究院

馮春等20人榮獲科技青年獎

● 首屆全國職業技能大賽

● 全國乙烯裝置操作工職業技能

競賽

● 第十二屆全國石油和化工行業

職業技能競賽

● 第二屆全國油氣開發專業職業

技能競賽

● 第二屆中國創新方法大賽

● 大賽分勘探與生產、煉油與化

工、油氣銷售三大專業進行，

通過“創新成果展示”“創新

方法應用”和“項目攻關模

式”等環節比賽，產生一等獎

21個，二等獎43個，三等獎

76個

職業技能競賽職業技能競賽

創新方法大賽

首屆一線生產創新大賽

技能專家
工作室

國家級技能大師
工作室

中國科學院和中國
工程院院士

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在職專家

企業首席技術
專家

企業技術專家

石油科學家培育對象 青年科技英才培養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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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海外主要業務合作區員工本地化比例

促進文化融合

我們充分尊重各國文化的多樣性和當地居民的風俗習慣，提倡不同文化背景的

員工之間相互交流溝通，增進對彼此價值觀和傳統習俗的理解，增強不同國籍員工

的跨文化協作能力。

實例	 阿布紮比項目開展跨國企業多元文化管理培訓

阿布紮比項目是一個多元化大家庭，員工來自亞洲、歐洲、美洲、非洲等國家

和地區。公司舉辦跨文化交流培訓項目，幫助不同膚色、不同文化與宗教背景的員

工增進理解，妥善應對工作交往中的文化碰撞。

公司邀請世界頂尖專家，與跨文化交流與培訓領域享有較高知名度的專業團隊

共同設計並開展了“跨國企業多元文化管理和創建學習型組織”培訓課程。課程通

過“課前編制調查問卷掌握培訓人員信息”+“短程專題課程講授”+“一對一能力

評估”+“評估報告分析與提升”，對公司管理人員在多文化環境中的工作能力做出

評估，並以“一對一”的形式給出改進與提升建議，以幫助其全面提升工作表現，

獲得培訓學員的高度認可。

本土化與多元化

公司倡導尊重、開放、包容的文化，堅持“海外人才屬地化、專業化、市場

化”，遵循東道國法律法規，制定《海外當地雇員管理辦法》，建立完善員工錄用、

使用、崗位考核和獎懲制度，努力吸引和培養當地優秀人才，為他們創建職業生涯發

展平臺。

推進海外本地用工

公司積極招聘、培訓當地雇員，不拘一格選用當地管理人才，為當地提供就業

機會。海外項目聘用的專業人才涉及勘探開發、煉油化工、管道運營、國際貿易、

金融、財務、人力資源管理等多個專業。2020年，國際雇員和本地雇員占公司海外

員工比例達95.15%。

實例	 紮根雙湖的扶貧幹部梁楠郁

梁楠郁是中國石油派駐雙湖的第14名援藏幹部。2016年，他接過第13任中國

石油援藏幹部的接力棒，投入到雙湖縣的扶貧事業中。雙湖平均每8平方公裏才1個

人。梁楠郁跑遍了雙湖的每一個村落，行程10萬余公裏，把援藏工作重心從基礎設

施建設轉向民生與產業發展，註重培育當地“造血”機能。2019年，任職期滿的梁

楠郁因為放不下推進中的鹵蟲卵項目和當地淳樸的牧民，他決定留下來再幹3年！

4年時間裏，他與雙湖人民共同改進醫療水平、提升教育質量、發展脫貧產業，

摸索出“基礎研究+生態保護+產業升級”基礎上的中國石油產業援藏扶貧模式，為

雙湖地區的發展做出了貢獻。2019年，雙湖縣摘掉了貧困縣帽子。

梁楠郁先後被授予“最美支邊人物”“央企楷模”和“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

人”榮譽稱號。

“作為石油人，要將石油精神

和大慶精神、鐵人精神傳承好。能

讓5000米海拔的百姓生活得更好，

我們吃點苦，值！”

——梁楠郁

缺人物图

97.3%

中亞

92.3%

拉美

中東

62.4%

西非

98.4%

2020年，國際雇員和本地雇員

占公司海外員工比例達95.15%

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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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貢獻

企業根植於社會，回饋社會是公司的應盡之責。中國石油將促進經濟與社會共

同發展作為企業的終極目標，關註民生和社會進步，擴大合資合作、提升地區發展

能力、參與捐資助學、開展消費者滿意行動、服務社區建設，努力推進經濟與社會

的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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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扶貧

消除貧困是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議題，也是公司關註的重要領域。我們積極

響應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倡議，以及中國政府關於扶貧減貧的政

策方針，聚焦民生、產業、智力、醫療四大領域，結合公司產業資源優勢，開展精

準扶貧，提升當地自我發展能力，推動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

2020年，公司繼續與中國石油集團共同開展定點扶貧和對口支援，在中國新

疆、西藏、青海、重慶、河南、江西、貴州7省（市、自治區）的13個縣（區），重

點推進產業合作、特色旅遊、光伏發電、教育培訓等精準扶貧項目84個，數萬人從

中受益。

中國石油獲評聯合國全球契約“2020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企業最佳實踐”

2020年，公司憑借在幫助弱勢群體減貧和促進婦女權益保障等方面的實

踐和突出貢獻，被聯合國全球契約中國網絡授予“2020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企業最佳實踐（消除貧困和促進繁榮）”的榮譽。

中國石油對扶貧減貧事業有著與生俱來的責任感、使命感，並付諸了長期實

踐。通過商業活動努力實現可持續、包容、持久和公平的經濟增長，也積極參與中

國政府領導下的扶貧開發事業，探索行之有效的扶貧模式和路徑。

“小兵合作社”吸納110戶農戶

加入，輻射基地規模達到1000畝

1000畝

理念圈

保障圈

實踐圈

成長 技能

責任
機會 福祉

健康

資
金

投
入

 

人才支持 
資源對接 

智誌雙扶      
     

     
   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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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產業扶貧
發展特色產業
強化產業組織
提升經營能力

民生扶貧
公共服務可及
改善生活水平
賦權美好生活

智力扶貧
保障基礎教育
培養扶貧人才
強化脫貧意誌

醫療扶貧
提供醫療補助
改善醫療條件
守護強健體魄

為人的發展賦能
助力可持續發展

GR      WTH

中國石油“人本發展”扶貧開發模型
產業扶貧

我們實施精準產業扶貧，培育當地產業，增加本地就業機會，提升當地自我發

展能力，幫助貧困人口實現穩定增收和可持續脫貧。參與定點扶貧10個縣全部通過

國家專項評估檢查，順利脫貧摘帽。

     案例	 	“互聯網+”扶貧打通巴裏坤甜瓜銷售渠道

為發揮新疆巴裏坤三塘湖鎮甜瓜產業優勢，中國石油與中國扶貧基金會聯手打

造善品公社・巴裏坤甜瓜項目。通過培育合作社組織等，將甜瓜產業打造成特色優

勢產業。在公司資金、技術及經營理念的幫扶下，合作社吸納當地農戶加入種植綠

色無污染、香甜清脆的“苦豆蜜瓜”，並通過“互聯網+扶貧”模式選取電商物流平

臺，實現甜瓜線上銷售。

閆小兵的“小兵合作社”加入了巴裏坤甜瓜項目。截至2020年9月，“小兵合作

社”吸納110戶農戶加入，輻射基地規模達到1000畝，“苦豆蜜瓜”銷售額累計達到

860萬元。

專題     消除貧困  推進普惠公平發展

“十三五”

（2016-2020年）

期間，我們攜手

中國石油集團

承擔15個縣（市、

區）的定點扶貧和

對口支援任務

承擔地方政府定點

幫扶任務，涉及全

國1175個村

實施 2800+

個項目
幫扶貧困縣100%

實現脫貧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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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扶貧

我們幫助貧困縣新建和改善鄉鎮衛生院，定期巡診，培訓鄉村醫護工作者，多

措並舉提高貧困地區的醫療條件水平。我們創新醫療幫扶方式，為貧困人口提供健

康醫療保險及大病醫治和康復補貼，減輕家庭負擔。

智力扶貧

我們圍繞基層幹部能力建設、勞動技能提升、創新創業經營管理等重點領域，

全面提升幫扶地人才儲備和致富能力。我們以“旭航”助學、“益師計劃”等項目

為依托，通過培訓中小學生、教師和管理人員等方式，提升貧困地區人口文化素質

和發展能力。

● 在江西橫峰投資788萬元建設集中式光伏電站項目，

自並網發電至2020年6月，收益近160萬元，為16個

村（場）集體分紅超過114萬元。

● 在河南臺前共投入600萬元，用於光伏發電項目。年

發電量130萬千瓦時，為建檔立卡的260戶貧困戶884

名民眾每年發放3000元。

● 投入2800萬元建設江西橫峰縣旅遊公路、貴州習水

通村公路、河南範縣自來水廠等項目，助力地方特

色發展。

● 修建並養護橫穿塔克拉瑪幹腹地全長565公裏的

沙漠公路，形成一道“沙漠綠色走廊”，便利民

眾出行。

● 投入6000萬元援建西藏雙湖縣遊客服務中心、縣城旅

遊步行街道及停車場、移動生存保障設備等配套設

施，助推當地旅遊產業發展，帶動牧民穩定就業。

● 2016-2020年，在新疆尼勒克縣和青河縣實施旱地灌

溉工程，輻射保障27000多畝。農副產品每畝增產近

3倍，惠及貧困人口5500多人。

● 投入300萬元，聯合中國扶貧基金會、愛佑基金會實施“同舟工程”項目。

其中，捐贈200萬元用於江西橫峰、貴州習水兩個定點幫扶縣20-60周歲人

群的大病救助。

● 為貴州省習水縣76528名建檔立卡戶投保。

● 連續8年為西藏雙湖、青海冷湖等11個縣培訓鄉村醫師2400多人次。

開展
光伏扶貧

援建
產業設施

基層管理治

理能力培訓

● 與國家行政學院、農村黨支部書記學院等合作培訓基

層幹部9000人。

創新創業經

營管理培訓

● 與中國扶貧基金會等機構合作，開設現代農業等培訓

班，累計培養脫貧致富帶頭人、專業技術人員超過

40000人次。

● 與阿裏巴巴等電商平臺合作，開辦14期電子商務扶貧和

鄉村旅遊扶貧培訓班。受訓人員700多名，其中合作社

管理人員培訓班有100多學員是骨幹或致富帶頭人。

師資能力

建設

● 實施“益師計劃”等培訓項目，累計培訓教育工作者

7700多人次。

勞動技能

提升培訓
● 開展汽修、月嫂等技能培訓，培訓2000多人次。

民生扶貧

我們著眼於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質量，著力解決公共服務基礎差、群眾

增收困難等突出問題，援建了牧民安居、市政工程、基礎設施、飲水灌溉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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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11
新設11家混合
所有制企業

合作共贏

我們在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穩定能源供應的同時，堅持開放合作、互利共

贏，全面擴大與當地資本的合資合作，在建設運營中培養本地供應商和承包商，創

造就業崗位，帶動關聯產業發展，回饋當地民眾。

2020年，公司優選合資合作項目

公司積極穩妥推進全產業鏈合資合作，重點完善煉化、銷售及天然氣管

道等合資合作平臺，全方位、多層次、多方式推進與民營資本、金融資本、

社會資本和國際大公司務實合作，發揮資本聚集和放大效應。

2020年我們：

● 新設11家混合所有制企業

● 向武漢城市天然氣高壓管網有限公司增資

● 收購新疆鑫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燃氣項目股權

● 與中海油、雲南省昭通市政府等組建合資公司，推動地方經濟發展

專題      協同抗疫  共度時艱

在互聯互通的地球村，沒有人能在危機面前獨善其

身。新冠疫情暴發後，中國石油第一時間成立疫情防控

領導小組，與政府、員工、合作夥伴、社區和客戶等各

方凝心聚力，協同打好疫情阻擊戰、遭遇戰和持久戰。

公司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的同時，發揮產業

優勢和資源優勢支持全國抗疫，全力保障疫情防控重點

地區油氣供應，轉產擴產醫療物資，依托加油網點和昆

侖好客便利店服務當地民生物資供應，並積極支持當地

經濟恢復。

2 0 2 0年，公司實現工作場所“零疫情”“零感

染”，有效保障了員工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向國內外

捐助抗疫資金和物資折價共計10001萬元，轉產擴產醫

用原料65.7萬噸、生產熔噴料1259噸、熔噴布800多噸，

累計生產口罩達到1.4億只。加強疫情重點地區投資合作

和就業機會傾斜，為高校畢業生、農民工等提供就業崗

位，招聘人數比2019年增加3000人。作為收治重癥患者

的武漢金銀潭醫院和武漢最大“方艙”醫院距離最近加

油站，中國石油武漢宏圖大道加油站疫情期間堅持24小

時服務，為生命加油、為醫護人員提供便利生活驛站，

成為全國唯一獲得“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集體”

殊榮的加油站。

我們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人類終將戰勝新冠

病毒，迎來更美好的明天。中國石油將繼續攜手各利益

相關者做好聯防聯控和經濟恢復，為保障人民健康安全

和經濟繁榮穩定貢獻力量。

1.4億只

累計生產口罩數量

10001萬元

捐助抗疫資金和物資折價

65.7萬噸

轉產擴產醫用原料

3000人

較2019年增加招聘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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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中國石油向湖北省慈善總會捐款5000萬元

● 2020年2-4月，累計向湖北39家新冠肺炎救治定點醫院免費供應價值2000萬元的

天然氣

● 統籌所屬企業全力支持地方抗疫，向全國各地尤其是武漢市捐贈了大量防護

服、N95醫用口罩、消殺用品等防護物資及生活用品

● 公司員工自願捐款7318萬元，用於戰“疫”一線人員慰問

● 迅速組織科研院所及生產單位聯合攻關生產熔噴料，煉化生產企業全力保證聚

丙烯裝置滿負荷生產，累計生產醫用料65.7萬噸

● 全力搶建熔噴布生產線，累計生產熔噴布800多噸

● 大慶石化、蘭州石化、撫順石化、大慶油田4家企業搶建22條全自動口罩生產

線，累計生產口罩達到1.4億只，最高日產量超過120萬只

● 積極統籌湖北地區供應渠道，確保封城期間公司在武漢所有加油站、加氣站24
小時不間斷供應

● 截至2020年4月8日武漢解封，中國石油湖北地區625座加油站累計保供油品

22.65萬噸，其中為救護車加油1.69萬噸，為抗疫保供車輛加油4.47萬噸；向湖

北地區供應總計12億立方米天然氣

● 啟動年度招聘活動，為高校畢業生、農民工等提供就業崗位，並向湖北等地區

傾斜，招聘人數比2019年增加3000人

● 加大武漢項目合作和復工復產支持力度。落實好與武漢市人民政府簽署的戰略

合作協議，加強重大項目合作

● 各地區銷售公司非油業務重點向湖北產品傾斜，全國昆侖好客便利店及線上商

城同步為湖北“帶貨”，兩個月時間共銷售湖北產品近2000萬元，緩解了當地

受疫情影響帶來的產品滯銷壓力

● 為火神山醫院建設現場加註油品26.12噸，為方艙醫院送油120.58噸，協調合作

方捐助柴油300噸

● 用時8個小時完成火神山醫院300米管線遷改，為黃石、十堰等地區定點醫院緊

急敷設臨時管線1802米，為定點醫院建設運營提供能源保障

● 在武漢封城期間，第一時間啟動優化貨源調配預案，通過加油站便利店等渠

道，24小時保障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和救援物資供應

● 在湖北地區開展送貨上門暖心行動，累計為居民配送生活物資1.08萬單，為疫

區生活物資供應提供保障和服務

● 積極為海外社區提供各類疫情防控服務，發布疫情防控科普短片，與民眾分享

防疫經驗，並與使領館、當地政府、媒體、合作夥伴交流疫情防控信息

● 緊急籌措20000只醫用外科口罩、500瓶消毒洗手液、100套防護服、20支醫用測

溫槍等防疫物資，協助緬甸聯邦電力能源部防控疫情

● 伊拉克哈法亞項目編制阿語版新冠疫情防控手冊，向油區內7個村莊挨家挨戶分

發了超過1.5萬份，並耐心地向村民們講解疫情防控知識要點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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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社區建設

我們尊重業務所在地文化習俗，致力於與東道國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主

動將公司發展融入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中，積極創造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與東道國

政府、商業夥伴等共同促進當地社區的繁榮發展。

加強社區溝通

公司在海外許多地區設有環境保護和社區關係協調機構，與當地政府、非政府

組織、社區代表等建立起多種形式的溝通機制，通過會議、報告和走訪等方式，加

強溝通協調，實現合作共贏。

參與社區公益

我們積極幫助改善社區居民生產生活條件，通過資助教育、開展衛生醫療服務

等公益事業，實現與當地社區的和諧共處。伊拉克哈法亞項目利用“社區貢獻基

金”，實施有社會影響力的、並直接給當地社區居民帶來利益的公益項目。2020

年公司為哈法亞的穆埃爾村修建5公裏瀝青路，解決當地1500多名村民出行難的問

題。我們通過捐贈防疫物資，提供力所能及的疫情防控服務，與當地民眾分享防疫

經驗等方式，積極助力資源國抗擊疫情。在秘魯，同當地政府和社區建立聯防聯控

機制，共同抗疫。多次為當地社區政府捐贈防護用品，得到地方政府及社區居民的

高度認可。

實例	 女性健康志願者項目

2020年，公司在伊拉克魯邁拉開展了女性健康志願者項目，通過系列健康與衛

生主題活動，給社區家庭提供相關健康知識，引導他們走上健康生活之路。該項目

也幫助社區居民早期發現健康問題，並給予醫療建議。2020年，公司選拔招募了43

名志願者，並對她們進行相關培訓，幫助她們掌握專業的衛生與健康知識，以及相

關疾病癥狀，以便在家庭宣貫活動中最大限度地幫助到社區內的家庭。志願者每月

平均走訪近千家，惠及轄區內居民4000余人。

評估並考慮生產經營活動對社區

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影響

保持與社區等利益相關者的良好

互動

本著互利雙贏的原

則與所在國進行合

作，助力社區實現

可持續發展

在海外業務決策過程中 在業務全生命周期內

保護當地環境

我們堅持開發與保護同步，嚴格遵守業務所在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和相關國際

準則，在生產作業過程中註重保護當地的生態環境。

實例	 恢復哈薩克斯坦土壤地表植被

哈薩克斯坦土地資源豐富，但大部分地區處於幹旱地帶，年降水量不足300毫

米，防止土地荒漠化成為哈薩克斯坦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優先領域之一。中油國際

（PK）有限責任公司利用先進的生物修復技術，對歷史遺留的4.2英畝污染土地實施

恢復工程，恢復了被污染的土壤地表植被並達到政府的環保要求。

促進本土化運營

我們積極推進本土化，優先考慮采購和使用當地產品和服務，為當地承包商及

服務商提供參與項目的機會，支持當地中小企業和社區創業者發展，為當地創造就

業機會。自1997年在哈薩克斯坦開展油氣合作，20多年來中國石油在哈石油天然氣

開發投資301億美元，貢獻稅收超過480億美元。

中國石油在哈石油天然氣開發

投資301億美元，貢獻稅收超過

480億美元

48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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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透明納稅

公司嚴格遵守運營所在地法律法規，依法透明向當地政府繳納稅款，為地方

經濟發展做出應有貢獻。在伊拉克、蒙古等實施采掘業透明度行動計劃（EITI）

的國家，我們積極參與利益相關者團體，向社會公開我們的項目及向政府納

稅情况，超過EITI最低信息披露要求。我們支持並響應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

（BEPS），遵循《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稅收政策》，承諾在經濟活動

發生地和價值創造地依法納稅，在為社會經濟發展做出應有貢獻的同時，實現公

司可持續發展。

尊重原住民權益

我們在項目開工前，對當地原住民需求、人權影響、文化遺產和非自願移民等

社會、經濟影響進行評估，並盡最大可能保障原住民各項合法權益。在土地賠償方

面，我們堅持規範操作，參考當地政府、合作夥伴及原住民的意見制定補償方案，

確保原住民利益，先補償再用地，及時發布征地補償信息，保證工作透明度。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
司稅收政策》詳情，請訪問公
司網站。

服務客戶

作為中國主要的石油化工產品生產商和供應商之一，公司不斷優化產品結構，

提升產品質量。公司堅持“誠實守信，精益求精”的質量方針，以標準制修訂、質

量監督檢查、質量文化建設等為重點，持續完善質量管理，努力為消費者提供清

潔、優質、多樣化的產品和服務。

消費者權益

我們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聯合國保護消費者準

則》等適用的產品和服務廣告、標簽及隱私有關的法律法規和國際準則。制定了客

戶資料管理相關規定，並嚴格按照該規定對客戶資料進行管理和使用，註意保護消

費者數據安全及隱私。

產品質量與安全

我們以負責任的方式為消費者提供符合法律規定與標準要求的產品。在提供產

品的過程中，公司綜合考慮其對消費者的影響，確保產品質量與安全。加強產品質

量檢驗，對原材料、中間產品和終端產品進行檢驗。特別是對於出廠產品，每批次

產品均需檢驗合格才準予出廠。為保證檢驗數據準確可靠，我們堅持按照要求定期

對儀器設備均進行檢定校準。高度重視與客戶的溝通，詳細告知產品的性能和理化

指標，對需要回收的產品，制定嚴密的程序，防止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公司嚴格遵守適用的質量管理法律法規，制定了覆蓋所有企業、全體員工和全

過程的管理規定和實施細則。2020年，公司強化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標準，努力為

消費者提供多元、優質產品。全年開發化工新產品87個牌號，產量82萬噸。

提升產品質量

啟動油氣水井質量

集中整治

開展質量文化建設

2020年質量管理工作主要進展

工作重點 內容

● 25家航煤生產企業通過民航局民用航空燃料適航審定

● 4套航煤生產裝置通過國產航空（艦艇）油料鑒定委員會的

航煤認證，新增航煤產能266萬噸/年

● 開展外采油為重點的國ⅥB油品質量專項抽查等質量監督

抽查

● 編制公司《油氣水井質量三年集中整治行動方案》

● 啟動實施套損套變井等4個專項整治行動

● 成立公司油（氣）井工程質量監督總站

● 明確井身質量和固井質量不合格判定的七條紅線

● 1.08萬個QC小組、3626個班組、18.7萬人參與群眾性

質量活動

● 超過35萬名員工參與國資委質量管理知識競賽

● 開展消費者滿意度調查

100%

2020年質量管理
體系第三方認證

通過率

97.0%

中國石油95504
客服熱線回訪

滿意度

實例	 為沙漠地區居民帶來生命之源

水是生命之源。尼日爾是一個內陸國家，大部分由沙漠組成，全年平均降雨量

小，缺水嚴重。為緩解飲水難問題，中國石油通過調查和分析當地社區水源分布和

狀况，量身制定水井援建計劃。

2020年，中國石油為Kouani、Santi、Teleli等急缺水源的35個村莊打水井。沙漠

地區含水層深，打水井比尋常地方要難。水井建設初期，我們考察、篩選水井建設

承包商，保證水井建設符合質量標準。水井建成之後，出現損壞時，我們會及時進

行修繕。

打水井解決了當地居民飲水難，還減輕了當地婦女和孩子的負擔，更多的孩子

有機會走進課堂學習。居民常說：“沙漠裏最美麗的珠寶無疑是水，中國石油給我

們送來了最美麗的珠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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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	 中國石油為醫務人員推出專屬優惠

為感謝抗疫前線的醫務人員，中國石油推出“向醫務人員致敬，為白衣天使加

油”公益行動，啟動為全國醫務人員免費辦理專用優惠加油卡——“天使卡”活

動，對醫務人員及醫院用油給予大幅度優惠。不僅如此，醫務人員還可以在中國石

油自營加油站享受便利店購物打折、電子汽油券贈送、免費洗車等多項服務。

2020年，公司油品零售網絡遍布全

國31個省（市、自治區）和香港特

別行政區

32個

油

卡潤

非

● 加氣業務

● 充氣服務

CN98	●

用油管理	●	

跨省結算	●

會員聯盟
產業鏈金融

車聯網平臺		物流平臺

電子商品平臺		商務集采平臺

綜合維修平臺
車生活平臺

綜合能源服務		投資租賃平臺

● 產品定制

● 換油服務

● 2S店

信用支付	●

聚合支付	●

定制車險	●

●  自有商品			●  汽服業務			●  整車銷售

業績數據

類別 指標 2018 2019 2020

治理

董事會多元化

獨立董事占比（%） - - 45.5

性別（%）

-男 - - 90.9

-女 - - 9.1

專業背景（%）

-法律 - - 9.1

-財務 - - 18.2

-金融 - - 18.2

-石油化工 - - 54.5

合規培訓覆蓋率（%） - - 100

貪污訴訟案件結案數目 - - 12

安全

事故死亡率（人/100百萬工時） 0.14 0.07 0.08

總事故率（起/百萬工時） 0.0414 0.0562 0.0495

因工死亡人數 4 2 2

因工傷損失工作日數 9971 6150① 6806

氣候變化

能耗

綜合能源消費總量（萬噸標準煤） 8440 8703 8850

原煤消費總量（萬噸） 1267 1268 1289

原油消費總量（萬噸） 186 180 172

天然氣消費總量（億立方米） 181 185 187

電力消費總量（億千瓦時） 542 563 553

節能量（萬噸標準煤） 81 78 76

單位油氣當量生產綜合能耗（千克標準煤/噸） 122 119 118

煉油單位能量因數能耗（千克標準油/【噸·因數】） 7.81 7.68 7.57

乙烯產品燃動能耗（千克標準油/噸） 592 580 571

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百萬噸CO2當量） - 174.08 167.44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百萬噸CO2當量） - 132.17 127.57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百萬噸CO2當量） - 41.91 39.87

國內單位油氣產量溫室氣體排放量（噸CO2當量/噸） - - 0.28

環境

水資源

新鮮水用量（萬立方米） 80005 79383 76995

新鮮水用量同比變化（%） 1.11 -0.78 -3.01

加工噸原油新鮮水用量（立方米） 0.51 0.52 0.515

節水量（萬立方米） 1076 980 944

土地資源

節地面積（公頃） 1253 1247 1190

污染物排放

化學需氧量（COD）排放量（萬噸） 2.57 2.44 2.35

二氧化硫（SO2）排放量（萬噸） 10.40 9.38 8.84

氨氮（NH3-N）排放量（萬噸） 1.00 0.87 0.83

氮氧化物（NOX）排放量（萬噸） 9.66 8.9 7.76

① 部分事故結案時間延遲，導致損失工時統計滯後，根據最終結案情况對統計結果進行修正。

增值服務

我們以“客戶滿意”為宗旨，努力完善服務網絡和功能。2020年積極打造

智慧加油站，穩步推進加油站3.0建設，開展全程零接觸式加油服務，努力滿足

“人·車·生活”全方位消費體驗。

品牌評級權威機構Chnbrand

發布2020年中國品牌力指數SM

（C-BPI）品牌排名和分析報

告，中國石油綜合評分連續四

年位居榜首。

		氣

（
新
能源

）

加油站3.0

2萬多個

加油站

網點

互聯網

營銷

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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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指標 2018 2019 2020

員工

員工人數（萬人） 47.62 46.07 43.20

員工多元化與本土化

女性員工比例（%） 29.82 28.79 27.52

女性管理人員占比（%） 7.35 7.44 7.28

少數民族員工占比（%） 6.51 6.53 6.61

海外項目外籍員工所占比例（%） 92.7 94.23 95.15

員工年齡比例

25歲及以下（%） - - 1.29

26-35歲（%） - - 12.56

36-45歲（%） - - 27.35

46-55歲（%） - - 49.08

56歲及以上（%） - - 9.72

全職員工占比（%） - - 100

員工職位比例

經營管理人員占比（%） 27.71 28.51 28.57

專業技術人員占比（%） 13.90 13.94 14.08

操作技能人員占比（%） 58.39 57.55 57.35

員工學歷比例

碩士及以上（%） 3.83 4.03 4.23

本科（%） 32.87 33.99 34.82

大專（%） 23.16 22.98 22.80

中專及以下（%） 40.14 39.0 38.15

產假/陪產假後回到工作和保留工作的員工比例（%） 100 100 100

作業場所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率（%） 99.99 99.28 99.33

員工職業健康監護檔案建立率（%） 100 100 100

職業健康體檢率（%） 99.97 99.62 99.25

人均培訓時長（小時） - - 40

一線員工培訓率（%） 100 100 100

高級技能人員和關鍵操作崗位員工培訓率（%） 100 100 100

員工流失率（%） - - 0.27

社會

稅費（億元人民幣） 3672 3536 2812

海外納稅（億元人民幣） 401 429 238

質量管理體系第三方認證通過率（%） 100 100 100

物資供應商數量（家） 25420 23623 23699

采購支出（億元人民幣） 1924 2180 1683

社會公益

扶貧幫困（萬元人民幣） 9398 13760 11954

捐資助學（萬元人民幣） 4031 2768 2656

賑災捐贈（萬元人民幣） 1149 2058 1172

環境保護（萬元人民幣） 4860 4383 375

註：公司正積極推進第三方有限鑒證

1桶油當量=1桶原油=6000立方英尺天然氣=169.9立方米天然氣   1立方米天然氣=35.315立方英尺天然氣   1噸原油=7.389桶原油（假設API重度為34度）

目標與計劃

2021年，公司將牢固樹立和貫徹新發展理念，以創建世界一流示範企業為目標，在業務發展、改革創新、建設和諧

企業等方面樹立一流標準，紮實有效做好各項工作，不斷取得新成效。

內容 2021年重點工作目標 2021年行動計劃

●		完善公司治理

●		促進管理提升

●		深化供給側結構改革

●		提升公司可持續發展管理水平，有效控

制ESG風險

●		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		強化重點領域合規管理

●		持續推進內控體系建設

●		嚴格落實監察法等反腐敗法律法規

●		加強與投資者等利益相關者溝通參與

●		天然氣在公司油氣產量當量中占比47.8%

●		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全面滿足國家減排考

核要求

●			實現節能量大於等於56萬噸標準煤

●			節水量大於等於700萬立方米

●		持續加大清潔低碳能源開發利用力度

●			加強重點區域污染防治措施落實，加強

溫室氣體和揮發性有機物協同管控

●		落實節能節水目標責任，加強節能節水

技術交流推廣應用，開展能效標桿站隊

建設，助力公司提質增效

●			建設高素質幹部隊伍和人才隊伍

●			完善員工收入決定機制

●			確保員工的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

●			加大對年輕幹部選拔培養力度

●			加強全員教育培訓，提升員工隊伍整體

素質

●			完善差異化績效考核機制和市場化薪酬

分配機制

●			繼續推進職業經理人制度試點

●			創新用工方式，妥善安置富余人員

●			強化境外風險評估和預警，提高防恐應

急處置能力

●	 	促進國民經濟穩增長，切實履行社會責

任，熱心參與社會公益事業

●		支持北京2022年冬奧會籌辦

●		加強與地方政府的溝通協調，支持和帶

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

公司治理

能源與環境

員工發展

社會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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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建議披露內容索引

TCFD披露框架 頁碼

治理

a)	描述董事會對氣候相關風險和機遇的監控情况 P26

b)	描述管理層在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和機遇方面的職責 P26

戰略

a)	描述組織機構識別的短期、中期和長期氣候相關風險和機遇 P27-29

b)	描述氣候相關風險和機遇對組織結構的業務、戰略和財務影響 P22-23

c)	描述組織機構的戰略適應力，並考慮不同氣候相關情景 P22-29

風險管理

a)	描述組織機構識別和評估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 P26

b)	描述組織機構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 P26

c)	描述識別、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如何與組織機構的整體風險管理相融合 P10

指標和目標

a)	披露組織機構按照其戰略和風險管理流程評估氣候相關風險和機遇時使用的指標 P30-33、P73

b)	披露範圍1、範圍2和範圍3（如適用）溫室氣體排放和相關風險 P73

c)	描述組織機構在管理氣候相關風險和機遇時使用的目標以及目標實現情况 P30-37

全球契約十項原則 本報告對應章節

人權

1.	企業界應支持並尊重國際公認的人權

1.1	可持續發展管理

3.1	員工權益

4.3	海外社區建設

2.	保證不與踐踏人權者同流合汙 3.1	員工權益

勞工權益

3.	企業界應支持結社自由及切實承認集體談判權 3.1	員工權益

4.	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和強制勞動 3.1	員工權益

5.	切實廢除童工 3.1	員工權益

6.	消除就業和職業方面的歧視 3.1	員工權益

環境保護

7.	企業界應支持采用預防性方法應對環境挑戰
2.1	能源轉型

2.2	應對氣候變化

8.	采取主動行動，促進在環境方面更負責任的做法

董事長致辭

2.2	應對氣候變化

2.3	發展清潔能源

2.4	生態環境保護

9.	鼓勵開發和推廣環境友好型技術
2.2	應對氣候變化

2.3	發展清潔能源

反腐敗 10.	企業界應努力反對一切形式的腐敗，包括敲詐和賄賂 公司治理

我們與全球契約

全球契約是聯合國發起並倡導的旨在通過負責任的和富有創造性的企業表率行為，建立一個推動可持續發展和社會

效益共同提高的全球性框架。作為聯合國全球契約成員，我們承諾將以實際行動遵守和支持全球契約倡導的人權、勞工

權益、環境保護和反腐敗四個領域的十項原則，以十項原則指導我們的社會責任實踐，並在報告中持續披露遵循十項原

則的進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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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勞動合同管理辦法

2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企業領導人員業績考核辦法

3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責任制管理辦法

4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產品質量監督抽查管理規定

5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安全環保履職考評管理辦法

6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環境保護管理規定

7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環境監測和環境信息管理辦法

8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項目收購環境保護管理規定

9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節能節水管理辦法

10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采購物資質量監督規定

11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場所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管理規定

12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職業健康監護管理規定

13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物資供應商管理辦法

14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招標管理辦法

15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服務商標管理辦法

16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土地管理辦法

17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煉油企業工業水管理制度

附錄

我們嚴格遵守適用的法律法規，結合公司情况，在用工、品牌、物資采購、質量安全環保與健康等方面，制定了覆

蓋公司所有生產單元、全員和全過程的規章制度。包括但不限於：

指標索引

國際石油工業環境保護協會（IPIECA）/美國石油學會（API）、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	2020）和港交所ESG指

引索引

章節內容 IPIECA/API（2020） GRI 港交所ESG報告指引

關於我們
102-1、102-2、102-3、102-4、102-5、102-6、
102-7、102-16、102-45

B6

中國石油與聯合國可持
續發展目標

董事長致辭 102-14、102-15、102-16、201-2、203-2 B1

公
司
治
理

可持續發展管理 GOV-1
102-14、102-15、102-32、102-35、103-2、
103-3

治理結構 GOV-1

102-18、102-19、102-20、102-22、102-23、
102-24、102-25、102-26、102-27、102-28、
102-30、102-31、102-32、102-33、102-36、
405-1

管理體系 SOC-8、GOV-1、GOV-3 102-16、102-17、205-2 B7、B7.2

供應鏈管理 SHS-1、SOC-2、GOV-3 102-9、102-10、414-1、414-2 B5、B5.1、B5.2

利益相關者溝通
參與

SOC-11
102-21、102-29、102-33、102-34、102-40、
102-42、102-43、102-44

能
源
與
環
境

能源轉型 CCE-1 102-15

應對氣候變化
CCE-1、CCE-2、CCE-4、
CCE-5、CCE-7

102-12、201-2、203-1、301-2、302-1、305-1、
305-2、305-4、305-5

A1、A1.2、A1.5、A2.3

發展清潔能源 CCE-2 203-1

生態保護
ENV-1、ENV-2、ENV-3、
ENV-4、ENV-5、ENV-6、
ENV-7、ENV-8

102-11、203-1、302-1、302-3、302-4、303-1、
303-3、304-1、304-2、304-3、305-6、305-7

A1.3、A1.6、A2、
A2.2、A2.4、A3、A3.1

員
工
發
展
與
權
益

員工權益 SOC-6
102-8、102-52、401-1、401-3、405-1、407-1、
408-1、409-1

B1、B1.1、B4、B4.1

健康與安全
SHS-1、SHS-2、SHS-4、
SHS-5、SHS-6、SHS-7、
SOC-2

403-3 B2、B2.1、B2.3

員工成長 SOC-4、SOC-7 404-1、404-2 B1、B3、B3.1、B3.2

本土化與多元化 SOC-4、SOC-5、SOC-15 202-2、405-1 B1

社
會
貢
獻

精準扶貧 203-1、203-2 B8、B8.1、B8.2

合作共贏 203-1、203-2 B8、B8.1、B8.2

海外社區建設
SHS-1、SHS-2、SOC-4、
SOC-5、SOC-9、SOC-10、
SOC-11、SOC-14、GOV-4

201-1、203-1、203-2、204-1、411-1、413-1 B8、B8.1、B8.2

服務客戶 SHS-5、SHS-6 416-1、416-2、417-1
B6、B6.1、B6.2、
B6.3、B6.4、B6.5

業績數據

CCE-4、CCE-6、ENV-1、
ENV-2、ENV-5、SHS-1、
SHS-2、SOC-4、SOC-5、
SOC-7、SOC-13、SOC-15、
GOV-4

201-1、302-1、302-3、302-4、305-1、305-2、
305-4、305-6、305-7、403-2、405-1

A1、A1.1、A1.2、
A1.5、A2.1、A2.2、
A2.3、A2.4、B1.1、
B1.2、B2.1、B2.2、
B3.1、B7.1、B8.2

目標與計劃

章節內容 IPIECA/API（2020） GRI 港交所ESG報告指引

TCFD建議披露內容索引

我們與全球契約 102-13

附錄 102-54、102-55
A1、A2、B1、B2、
B4、B5、B6

報告方法和原則 102-45、102-46

關於本報告
101-1、101-2、101-3、102-48、102-49、
102-50、102-51、102-52

聯繫方式 102-53

我們遵循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不遵守就解釋”條文，對未披露指標A1.4、A2.5及部分披露指標A1.3做出如下解釋：

1. 公司以資源高效和循環利用為核心，積極開展固體廢物綜合利用，提高綜合利用效率，减少廢物排放。進一步加強固體廢物產生、收

集、存放、利用、運輸、處置等環節系統控制，確保固體廢物管理合法合規。

2. 公司產品性質不適用A2.5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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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方法和原則

本報告編制遵循香港聯合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和國際石油行業環境保護協會（IPIECA）和美國石

油學會（API）聯合發布的《油氣行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2020版）》以及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

發布的《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建議報告》等指南指引。報告采用實質性議題分析方法來確定年度重點內容，選

擇內外部共同關註的ESG議題對外披露。實質性議題判定主要依據如下：

公司內部維度

1.	公司董事會和管理層對ESG重要議題的討論和審定；

2.	各管理部門對ESG相關問題重要性的認識。

利益相關者維度

1.	外部ESG相關政策要求和趨勢判斷；

2.	投資者、客戶、專業機構和媒體等利益相關者對公司ESG相關事宜的關註和反饋。

實質性議題矩陣

對中國石油的重要性

對
利
益
相
關
者
的
重
要
性

管治 環境 社會

科技創新

反腐敗

董事會

合規運營

經營業績

能源轉型

氣候變化

碳排放管理

廢物

安全

人權

提升服務質量

健康

員工培訓

薪酬

社區貢獻

水資源

漏油

生物多樣性

土地資源

1 4

2 5

3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8

19

20

15

16

17

1

27

8

9

10

11

12

13

15

1719

20

16

18

3

4

6

145


